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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 
【4】1.今年夏天台灣歷經幾次分區停電，台灣台電公司在今年 5 月公告修改緊急分區輪流供電順序，未來
如停電時，將會以下列哪一種用電優先停電？ 

國防、交通  特高壓用戶 

政府機關  一般民眾 

【3】2.下列何者不是太陽能發電的優點？ 

發電安全  是再生能源 

供給穩定  取得容易，不需要運輸 

【2】3.下列何者不是今年夏天台灣面臨用電危機？ 

水庫蓄水量不夠，水力發電量有限 夜間供電時不能使用太陽能發電 

火力發電機組年度維修時不能發電 用電量比往年還要高 

【1】4.空氣品質指標(AQI)是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O3)、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PM10)、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氮(NO2)濃度等數值，以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不同
污染物的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則適合人類生活的空氣
品質指標值為何？ 

 0~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4】5.有關台灣生質能發電現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置型生質能發電成本高 

定置型生質能發電燃料主要是都市廢棄物發電及沼氣 

生質能沼氣發電來源是畜牧業的糞便尿液等廢棄物 

台灣養豬產業發達，依據行政院農委會統計，如果台灣養豬場糞便尿液全數供生質能沼氣發電，可供應
台灣一年用電 

【1】6.有關全球氣候變遷將影響水資源供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豪雨或暴雨會清走水庫淤積的泥沙 豐水期與枯水期的降雨更為極端，使得枯水期時河川流量減少 

乾旱時間延長  環境溫度上升蒸發更多的水 

【1】7.有關海洋能優缺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洋能源發展成本低廉也無污染 

除了有季節性的風、浪、洋流之外，還有不定期的颱風會影響發電 

海洋面積廣大，能源可再生 

海洋能的設施必須考慮抵抗鹽鹼及海浪浸蝕 

【3】8.在台灣，丟棄太陽光電板時該如何處理？ 

通知各縣市環保局回收 

親自送到各縣市環保局資源回收站 

到環保署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統登記回收 

直接丟垃圾車 

【2】9.根據統計，台灣一般家庭每年耗電量最大的是下列哪一種生活家電？ 

冰箱 冷氣 電腦 電視機 

【3】10.都市化發展帶來繁榮，卻也帶來大量消費與廢棄物，有關都市廢棄物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般垃圾以掩埋或焚燒處理，掩埋會製造有害氣體和溫室氣體，與污染地下水，焚燒會製造空氣污染 
廢棄物經燃燒後可以加工成氣態或液體燃料之可燃物 

台灣將廢棄物分成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統一由各縣市環保局清運 
目前台灣的大型焚化廠多配有汽電共生系統，燃燒垃圾同時也發電 

【4】11.如果要在台灣設置海流發電廠，下列哪一個地域外海比較適合？ 

新竹 澎湖 屏東 花蓮 
【1】12.根據統計，台電公司民國 109年再生能源發電量最高的是下列何者？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 太陽熱能 生質能及廢棄物 水力發電 

【4】13.西元 2019年，台灣的能源進口比率為何？  
 25%  50%  70%  97%以上 

【2】14.目前市場上電動自小客車及電動大巴士主要使用下列何種電池？  

燃料電池  鋰電池 
鎳氫電池  鉛蓄電池 

【4】15.目前台灣發展離岸風力發電，預計於民國 114年累計設置 5.5 GW離岸風場，下列哪一個區域目前尚
未有風場開發？ 
桃園 苗栗 雲林 台東 

【2】16.台灣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預計自 110 年起推動綠能發配電智慧管理，改善電力調配，有關綠能
發配電智慧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掌控配電網路管理與地理空間資訊應用技術開發 
主力以再生能源發電，縮短停電復電時間 

開發微電網與配電網共模調控技術 
提供電網輔助服務 

【1】17.有關天然氣發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台灣現有興達、台中、大林、通霄及大潭等 5座發電廠使用天然氣發電 
天然氣是海洋中浮游生物埋在海底深處，經過數百萬年無氧與壓力作用，逐漸在石油層頂部形成，主要
成分為甲烷與乙烷 

天然氣是化石能源中相對潔淨的燃料  
台灣中油是台灣唯一天然氣供應商 

【4】18.有關太陽光電發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太陽光電系統是由太陽能電池組列、電力調節器、配電箱、蓄電池等組成 
目前有獨立性系統、混合型系統與市電併聯型系統三種系統 
市電併聯型是與市電網路混合供電，當太陽光電系統所轉換之電力不足時，由市電網路供應電力 

 109年太陽光電發電是台灣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量第四名 
【1】19.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統計，全球有 550萬人面臨嚴重飢荒，4,100萬
人面臨飢荒危機。有關全球飢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球總生產糧食不足 
極端氣候加劇，更多與加劇的洪水、旱災和風暴阻礙糧食生產 
工業污染導致生產用地退化，減少糧食生產 

國際間人為衝突與政策失靈導致人類面臨糧食危機 
【3】20.下列何者非屬台灣電力目前的低壓電力種類？ 
標準電壓 110伏特 標準電壓 220伏特 標準電壓 330伏特 標準電壓 380伏特 

【4】21.下列何者不是目前台灣台電公司供應之特高壓電力用戶？ 
捷運 機場 鐵路 百貨公司 

【1】22.日常生活中所產生之剩飯菜果皮與過期食物均是廚餘，有關台灣廚餘回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廚餘含水率高、熱值低，適合焚化處理 
台灣的廚餘鹽份高，需要分類回收再利用 
回收後可以利用微生物將廚餘中的有機成份分解後，作為堆肥 

響應綠色飲食可以減少廚餘量 
【4】23.根據台灣的能源管理法，中央機關需設置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加強能源研究發展工作，下列何者不
是基金經費來源？ 

綜合電業業務收入  能源技術服務與權利金 
石油煉製業能源業務收入 基金投資 

【4】24.碳捕獲與封存可區分為二氧化碳捕獲、運輸及封存 3大流程，有關碳捕獲與封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將工廠或發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補集與分離，經壓縮後運輸到適合的地質深層處封存，避免排放到大氣中 
封存的碳可以用來製作例如做生質燃料、碳酸飲料，是接近商業化的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技術 
適合地質封存的地點有枯竭的油氣田、煤層 

目前二氧化碳的補集技術有燃燒後補集、燃燒前補集、無氧燃燒 



【1】25.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西元 2020年公布的「能源轉型白皮書」，政府預定規劃課徵能源稅，有關能源稅
的規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煤、碳未納入油氣類貨物稅課稅項目 

稅收用以補助大眾運輸以及減少勞雇雙方負擔 

可以促進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設備，擴大綠電市場 

是綠色稅制的一環 

貳、複選題 

【12】26.有關風力發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利用風力轉動風力發電機葉片，將風的電能轉換成動能，促使發電機發電 

台灣海峽與西部沿海地區有季風資源與季節颱風，風力發電機在夏季發電量最大 

發電機有分成水平軸風力發電機與垂直軸風力發電機 2種 

目前臺灣有發展離岸風電與陸地風電 

【24】27.有關火力發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火力發電是將電能轉成動能，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熱，加熱鍋爐內的爐水成為高溫高壓蒸汽，推動汽機，
再透過發電機發電 

台灣目前火力發電廠使用的燃料有煤、重油、天然氣、輕柴油 

火力發電要利用大量的熱，所以不需要有冷卻系統作排熱 

為了減少空氣污染，燃料使用天然氣比亞煙煤好 

【1234】28.海水佔地球表面積 71%，可以利用海洋哪些能量發電？ 

潮汐能 溫差能 波浪能 海流能 

【134】29.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下列何者為基金用途？ 

再生能源設備補貼 

再生能源設備法規訂定 

再生能源發電、儲能研發補助 

再生能源資源盤點、示範補助、推廣利用及輔導成立認證機構 

【1234】30.下列何者係影響地球大氣溫度的原因？ 

都市開發  溫室氣體過度排放 

火山爆發  雨林被大面積砍伐 

【123】31.台糖公司近年投入現代化畜舍整體改建，下列哪些改建項目是符合循環經濟？ 

收集生質廢棄物生產沼氣 

將沼渣沼液做為農地肥份 

建構「生產、生態、生活」一體之複合型園區 

雨污水混合回收 

【24】32.有關生質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目前不能使用農業廢棄物製造生質能 

可以應用在傳統能源供應架構，例如將生質柴油與一般柴油混和使用 

目前臺灣中油公司還沒開始販售酒精汽油，為了配合政府能源政策，規劃近年將販售 

台糖公司有生質能類別的再生能源憑證養豬電力案場 

【1234】33.沼氣是多種氣體的混合物，近年也可用來發電，下列何者為沼氣的有機物質來源？ 

食品加工廢物 動物糞便 脂肪 垃圾 

【24】34.台糖公司設有工廠生產飼料，是品管嚴格的綠色飼料。有關台糖公司生產之飼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有使用飼料添加物 

飼料生產供自用畜殖場養豬飼料為主 

有添加磺胺劑、抗生素及瘦肉精 

飼料工廠有通過 ISO9001、ISO22000（含 HACCP）品質認證 

【134】35.有關藻類燃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是單細胞生物，可以提煉出汽油、生質柴油、航空燃料、酒精、沼氣，動物飼料、肥料、工業酵素、生
化塑膠 

需要在陸地培育 

生長期間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總量，等於燃燒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前生產成本過高，價格未具商業競爭力 

【1234】36.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下列哪些溫室氣體種類排放量應盤查登錄？ 

二氧化碳 甲烷 全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 

【123】37.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輸入與製造業者需向政府繳納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而基金用途有哪些？ 

補貼回收清除處理  補助獎勵回收系統、再生利用 

機關代清理費用  協助再生能源發展 

【1234】38.西元2015年聯合國會員國通過了永續發展議程17項永續發展目標以及169項具體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指出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並希望能引導國際社會於未來 15年(2016-2030)能進
行國際合作與互助。下列何者為永續發展目標的內容？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確保生物多樣性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123】39.新冠肺炎(Covid-19)自西元 2019 年爆發席捲全球，對世界各國所造成不小的衝擊與影響，如果以
西元 2015年聯合國通過的永續發展議程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來說，
下列何者為新冠肺炎對於各項 SDGs所造成的影響？ 

拯救氣候的行動縮減，但是因為生產和交通減少，環境足跡也跟著減少 

供應和人力短缺，導致電力供應中斷 

乾淨的水資源供應不足或中斷，阻礙清潔設施使用 

有利全球化發展 

【123】40.臺灣永續會於民國 107年訂出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共有 18項目標，下列何者為目標內容？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建立多元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組織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台灣的能源局統計西元 2019年台灣有 8種能源供給量，分別是「生質能及廢棄物」、「太陽熱能」、「原

油及石油產品」、「天然氣」、「慣常水力發電」、「核能發電」、「太陽光電極風力發電」、「煤及煤產品」。請依

目前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一）供給量前 4名分別為何？【6分】 

（二）與西元 2000年相較，哪些能源利用方式呈現負成長？【4分】 

 

 

 

 

 

 

 

 

第二題： 

請以有無蓄電池及有無與市電併聯，區分太陽能電之獨立系統、混合系統、併聯系統等三種系統。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