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8年新進職員(工)甄試試題 

甄試類科／職別【代碼】：企業管理／一級業務員【O3905】 

專業科目一：自來水營業管理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
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
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
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2】1.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恢復用水申請須知規定，中止或欠費停水逾幾年未復用者，用戶如再申請
用水時，應依新設方式辦理？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3】2.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接水申請須知規定，下列何者非接水申請類別？ 

臨時用水 空地用水 消防用水 攤販用水 

【2】3.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接水申請須知規定，用戶申請接水後，自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通知繳費日起逾幾
個月未繳清設計費及工料費等各項費用，須重新申請接水？ 

 3個月  6個月  9個月  12個月 

【4】4.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何者非其供水種類？ 

普通用水 市政用水 臨時用水 消防用水 

【4】5.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申請新設、改裝、中止、復水、廢止或其他用水異動事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必備文件 

申請改裝應向所在地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屬營業處所申辦，經審查符合規定 

申請新設應繳付應繳各項費用後，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依申請事項辦理 

用戶如中途撤回申請，所繳各項費用，僅用水設備工程尚未施工部分之工料費可退還 

【3】6.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用水設備發生漏水時，其外線部分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負擔費用代為修理 

惟於用戶用水設備漏水施工必要範圍內，必須挖掘用戶地面或拆損其構造物時，除漏水係可歸責於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之事由外，僅由該處回復至原有使用功能 

用戶用水設備發生漏水時，其內線部分亦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代為修理，費用由用戶負擔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因處理違反第 33 條用水案件而須拆除管線，或停水所必需之措施，其外線部分由該
處負擔費用代為修理 

【2】7.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建築物拆除或重建時，用戶應申請廢止用水，繳交下列何種費用？ 

基本費  應繳水費及裝置拆除費  

空汙費  汙水清潔費 

【4】8.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間接加壓用水設備之共同用戶，應裝置總水表 

設置間接加壓用水設備之共同用戶，需分戶裝置水表 

水表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用戶應妥善保管 

除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用戶之事由外，水表如有毀損或遺失，第一次用戶免負擔費用，爾後毀
損或遺失，用戶應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訂帳面價值給付該處 

【3】9.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過戶申請須知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申請過戶時，應先經前用戶簽章同意，並繳清用水期間應繳各項費用 

如有違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經執行停水者，不得申請過戶 

用戶如無法取得前用戶簽章，得單獨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並應繳清前用戶之欠費。但前用戶
於一年內提出異議時，本處得取消後用戶之變更，變更後取消前已發生之欠費，後用戶應予清繳 

辦理過戶應檢附用戶過戶申請書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表格可向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客服中心、各營業
分處服務股免費索取或至該處網站下載 

【1】10.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因用戶之事由，致不能抄表時，該期用水量暫照上期用水度數
計算，於下期抄表時結算之。如連續幾次無法抄表，本處得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約期候抄，仍無法抄表時，
得按水表口徑流量推計，並於抄見時結算？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2】11.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私自變更用水用途，如其費率高於原來者，本處除通知其
補辦手續外，並得視情節追收水費差額，但最高以幾個月為限？ 

三個月 六個月 八個月 十個月 

【1】12.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對於竊水用戶，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除得依其所裝之用水設備、
供水時間及當地供水狀況，追償多久之水費及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停止供水，送請法辦？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五個月以上二年以下 

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  五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4】13.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應繳水費，經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通知後，應於通知之收費日起二十一日內之繳費期限繳付 

用戶可自行至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屬營業處所或其他代收水費單位繳付 

逾繳費期限七日內繳費者，免計遲延違約金 

自逾繳費期限第八日起至第十四日繳費者，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二加收違約金 

【4】14.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用戶竊水行為？ 

未經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許可，在該處供水管線上取水者 

繞越所裝水表私接水管者 

毀損或改變水表之構造或用其他方式致水表失效或不準確者 

未經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許可，因消防需要擅自開啟公用救火栓取用自來水者 

【3】15.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蓄水池（塔）底應設坡度為五十分之一以上之洩水坡 

蓄水池容量應為設計用水量十分之二以上 

蓄水池之牆壁及平頂應與其他結構物分開，並應保持三十五公分以上之距離 

池底需與接觸地層之基礎分離，並設置長、寬各三十公分以上，深度五公分以上之集水坑 

【3】16.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規定，有關總表、專用表及直接表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表位應設置於基地內緊臨道路建築線內沿 

表位應設置於建築線內退縮留設無遮簷人行道邊緣之空地、騎樓或樓梯間內等空間 

表位應設置於人行道、車道或停車空間 

表位不得設於地下室頂板上方 

【1】17.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規定，有關分表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於屋頂突出物牆面或距女兒牆 50公分以上之適當地點設水表牆裝置分表 

分表得採立式或平面式設置 

水表牆與水表牆淨間距 100公分以上 

各分表應以不脫落紅色油漆或壓克力牌標明門牌號碼，新建物應以不銹鋼牌標示所屬門牌號碼 

【2】18.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山坡地社區給水系統管線與建築物下水管線承
受管中水壓超過多少 kg/cm

2以上，應設置減壓閥，以避免管線因壓力過大而損壞？ 

 3.5 kg/cm
2 

 5 kg/cm
2 

 7.5 kg/cm
2 

 10 kg/cm
2
 

【2】19.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直接飲用管線設置飲水台處，其出水口靜水壓
應大於多少 kg/cm

2？ 

 0.2 kg/cm
2 

 0.3 kg/cm
2 

 0.5 kg/cm
2 

 0.7 kg/cm
2
 

【2】20.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用水量計算方式，一般住宅以每人每日所需用
水量多少公升計算？ 

 200公升  225公升  250公升  275公升 

【4】21.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目前一般住宅均採用普通水栓者，其直接給水
之進水管口徑，下列何者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規定不符？ 

水栓=1～5栓者，進水管口徑為 20mm 水栓=6～10栓者，進水管口徑為 25mm 

水栓=11～17栓者，進水管口徑為 40mm 水栓=18栓以上，進水管口徑為 50mm 

【4】22.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有關報驗作業，下列何者非檢驗應備文件？ 

竣工報驗單一式 2份  審查合格圖面 

檢附檢驗測試報告表 1份 建物使用權狀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03&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19&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19&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05&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00001&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180002&hidHnFtmb=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180002&hidHnFtmb=


【2】23.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有關給水申請及設計之接水點條件，為減少給
水管線及接合管之漏水機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目前採用不銹鋼管及鞍帶分水栓接水。惟此不銹鋼之鞍帶
分水栓只適用於口徑多少 mm以下 DIP管？ 

口徑 350mm 口徑 400mm 口徑 500mm 口徑 600mm 

【3】24.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供水計畫書審查流程圖」之審查
程序？ 

初審階段 複審階段 再審階段 給水內線圖審查階段 

【4】25.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第二章審圖規定，下列何者非該章審查案件種類？ 

辦理同意供水申請案 

審查供水計畫書申請案 

審查自來水用水設備內線工程設計圖申請案 

辦理審查山坡地開發申請案 

【4】26.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用戶表前管線口徑與材質之設計原則，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新設案件：口徑 75mm以上之接水案一律採用 DIP管設計，但因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已不使用口徑 75mm
之 DIP管規格，故改以口徑 100mmDIP管取代。 

新設案件：口徑 20mm～50mm，以不銹鋼管設計為原則 

改裝案件：舊有用戶申請改裝案件，其外線之設計應以不銹鋼管為原則 

口徑之設計：單一給水管線最大長度之限制，管徑 25mm，限制最大長度為 40m 

【3】27.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得拒絕接受新設用水之申請，其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當地出水或配水系統供水能力已達飽和尚未完成擴充者 

配水管尚未敷設到達者 

當地有其他簡易自來水事業者 

供水有特殊困難者 

【1】28.用戶用水設備之外線係指配水管至下列何種設備間之管線？ 

水表 水表箱 表後由令 表前制水閥 

【4】29.臺北市供水轄區內新設建物之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其設計圖應先送下列何機構審定始得施工？  

機電技師公會  土木技師公會 

臺北市政府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3】30.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用水日數不足一個月，當月份基本費如何計收？ 

不足半個月，以半個月計收；逾半個月，以 1個月計收 

不足半個月，不計收；逾半個月未足 1個月，以 1個月計收 

按使用日數比例 

均以 1個月計收 

【4】31.目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水費應繳總金額不包括下列何項？ 

用水費 

基本費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不收取） 

垃圾處理代收費 

【4】32.以下何者非屬申請復水應配合事項？ 

郵寄、傳真申請書應蓋妥印章或簽名 

用戶須自行僱商排除表位固封 

網路、電話申辦屬預約申請，申請人須繳驗相關應備證件並繳清復水費及應繳各項費用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赴現場復水期間，請用戶保持水龍頭開啟，以防氣塞 

【3】33.下列何者非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得予停止供水之條件？ 

有竊水行為，證據確實者 

用水設備維護不當，經限期通知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 

拒絕裝設或換裝水表箱者 

用水設備裝置方式經檢驗不合規定，經限期通知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 

【4】34.為維持用水品質及安全，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淨水場出水自由餘氯均嚴格控制在 0.5~0.7 mg/L，現行我
國飲用水自由餘氯之標準為何？ 

 0.1～1.0 mg/L  0.1～0.9 mg/L  0.2～2.0 mg/L  0.2～1.0 mg/L 

【1】35.下列何者為自來水設備中之貯水設備？ 

攔水壩 水管橋 清水池 導水隧道 

【2】36.市府公告之自來水設備項目，自來水事業應研訂安全評估計畫並作成當年度實施結果報告，於次年
幾月底前函報備查？ 

 1月底前  3月底前  5月底前  6月底前 

【4】37.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稱「由水量計至建築物內之管線」為何？ 

分水支管 進水管 分歧管 受水管 

【3】38.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進水管及受水管之口徑，應足以輸送該建築物尖峰時所需之水量，
並不得小於幾公厘？ 

 13公厘  17公厘  19公厘  25公厘 

【4】39.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用戶裝置之蓄水池、水塔及其他各種設備之最高水位，應與受水
管保留多少間隙，避免回吸所致之污染？ 

 1公分以上  2公分以上  3公分以上  5公分以上 

【4】40.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蓄水池、消防蓄水池或游泳池等之供水，應採跌水式；其進水管
之出口，應高出溢水面一管徑以上，且不得小於幾公厘？ 

 19公厘  20公厘  25公厘  50公厘 

【2】41.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規定，分表設置時，水表前後由令中心點，距離牆面不得小
於幾公分？ 

 5公分  10公分  15公分  20公分 

【1】42.依臺北市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規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遇特別災害及事故發生時，應施行特別檢驗，
該紀錄應於事件發生後幾日內報臺北市府備查？ 

 5日  7日  10日  15日 

【4】43.用戶自來水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需埋設於同一管溝時，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自來水管線之底，全段須高出排水或污水管最高點 30公分以上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所使用接頭，均為水密性之構造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所使用接頭，其接頭應減至最少數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水平並排，至少應保持 20公分以上之間距 

【1】44.下列何者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所稱之專用表？ 

該表後未裝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其他用戶計量及收費用之水表，且為間接供水形式 

該表後未裝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其他用戶計量及收費用之水表，且為直接供水形式 

該表後裝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其他用戶計量及收費用之水表 

通過總表後之水表，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做為計量及收費使用 

【1】45.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規定，分表設置同時有多種口徑時，應以下列何口徑，分區
分別設置？ 

 50公釐以上、40公釐以下  40公釐以上、25公釐以下 

 75公釐以上、50公釐以下  100公釐以上、75公釐以下 

【1】46.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目前使用之配送水管材料，大部分採用延性鑄鐵管，其中口徑 ψ100mm〜ψ350 mm
之接頭係採用何種型式？ 

 D1K  D2K  D3K  NS 

【4】47.下列何種閥類之功能主要為阻止管路中流體之逆流？ 

球形閥 球塞閥 蝶閥 逆止閥 

【2】48.依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新設案件用戶用水設備自檢驗合格日翌日起幾
年內有效？ 

 1年  2年  3年  4年 

【4】49.依臺北市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規定，自來水事業遇特別災害及事故發生時，應施行特別檢驗，該特
別檢驗之紀錄不包含下列何者？ 

發生原因 事件發生經過 緊急處置方案 處置檢討分析  

【1】50.為避免自來水管線內水流紊亂，影響水表計量之精準度，水表前及水表後至少應保有多長之水平直
管段管線？ 

表前至少 10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表後至少 5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 

表前至少 5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表後至少 10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 

表前及表後至少 5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 

表前及表後至少 7倍管徑之直管段管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