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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陰極保護法在自來水工程中的目的為何？  

混凝沉澱 去處硬度 消毒 避免管線腐蝕 

【2】2.下列何者是慢濾池去除雜質的最主要機能？ 

沉澱 篩除 攔截 擴散 

【2】3.在 RO操作時，當濃縮端水中的離子濃度大於什麼值時，即會產生結垢？ 

亨利定律常數  溶解度積常數  

酸解離常數  理想氣體常數 

【1】4.再生軟化後的鈉離子型交換樹脂，通常會使用下列何者？  

高濃度食鹽水  高濃度鹽酸  

高濃度硫酸  高濃度醋酸 

【4】5.有關慢濾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濾程約 1天左右  可去除溶解性物質 

濾速為每日 100-200 公尺 生物作用為去除機制之一 

【3】6.有關地下水安全出水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在不損毀水井及含水層物理性質下，可經年抽取的水量 

超抽可能產生地層下陷 

可大於穩定補助量 

可用達西定律推估 

【2】7.下列何者可以去除過量餘氯？  

硫酸鹽  硫代硫酸鈉  

硝酸鹽  磷酸鹽 

【4】8.減少三鹵甲烷的產生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延後加氯減少加氯量 

去除前驅物質 

使用不會產生三鹵甲烷的消毒劑 

使用渾水加氯法 

【2】9.下列何者是明礬混凝的適合 pH？ 

 8.0-9.2  6.0-7.8  5.0-6.0  3.0-4.2 

【3】10.有關混凝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靜電力為粒子相吸的力量 

凡得瓦爾力為粒子相斥的力量 

當靜電力大於凡得瓦爾力時，膠體越穩定，粒子呈現分散狀況 

界達電位愈大，排斥力越小，膠體越穩定，所需加藥量高 

【2】11.石灰法去除鎂硬度，是將鎂轉化為何種物質的沉澱？ 

碳酸鎂 氫氧化鎂 硫酸鎂 氯化鎂 

【2】12.飲用水水質標準中，溴酸鹽的訂定是因為使用何種消毒劑？ 

二氧化氯 臭氧 次氯酸鹽 氯氣 

【1】13.有關傾斜板沉澱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增加雷諾數，產生亂流  

傾斜板越多，去除效果越好 

流量越少，去除效果越好  

傾斜板面積越大，去除效果越好 

【3】14.有關砷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用化學混凝法去除 

常存在於地下水中 

五價砷比三價砷毒性高 

是烏腳病的來源 

【1】15.有關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三價鉻毒性較六價鉻高   

常來自於電鍍廢水中 

大量攝取有致死之虞   

鉻鹽有顏色 

【1】16. RO膜處理結垢問題時，通常會用下列何者來清洗？ 

檸檬酸  硫代硫酸鈉  

次氯酸鈉  氯化鈉 

【1】17.混凝理論中，粒子表面能吸附一層水，稱為下列何者？ 

固定層  剪力面  

擴散層  反離子分散層  

【2】18.藍氏飽和指數(Langelier Saturation Index)是以何種物質來討論水質的腐蝕性？ 

硫酸鈣  碳酸鈣  

氧化鈣  矽酸鈣  

【2】19.有效淨吸水高度(NPSH)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與大氣壓有關  與水溫無關 

與蒸氣壓有關  與水頭損失有關 

【3】20.曼寧公式中的計算中，請問矩形渠道，當寬及有效水深均為 1公尺時，水力半徑為何？ 

 1公尺  2 公尺  1/3 公尺  2/3 公尺 

【4】21.某水中[Na
+
]=20 mg/L，[Ca

2+
]=25 mg/L，[Mg

2+
]=10 mg/L，若以 mg/L CaCO3表示，請問總硬度為何？

(Na=23，Ca=40，Mg=24)  

 74.2  84.2  94.2  104.2 

【2】22.一家庭每月用水 22度，相當於每月用水幾公升？ 

 2,200公升  22,000公升  220,000公升  2,200,000公升 

【1】23.政府核定一新市鎮的開發，其自來水工程供水普及率應以多少估計？ 

 100%  80%  70%  50% 

【4】24.下列何者非屬「計費水量」？ 

售水量  市政用水量 

支援其他自來水公司水量 消防用水量 

【4】25.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損漏之原因？ 

輸配水管破裂 水錶紀錄誤差 竊水 蒸發 

【4】26.有關瓶杯試驗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用於決定混凝劑劑量  可模擬混凝及沉澱效果 

可用於決定最佳 pH值  可用於消毒劑的選擇 

【3】27.有關蓄水庫位置之選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選地質良好、地形適宜的位置 

應選水力條件佳且對水土保持有利的位置 

應選以最大規模的壩體獲得所需要之蓄水量的位置 

應選對地震安全性高的位置 



【4】28.地下水為水資源重要之一環，有關地下水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水溫變化不大 

對乾旱季節的水資源調配助益宏大 

取水成本低 

取用地下水時，所需基本地下水記錄資料較地面水者為長 

【1】29.針對加氯消毒之供水系統，我國飲用水水質標準中有效餘氯限值範圍為何？ 

 0.2-1.0毫克／公升   

 1.0-2.0毫克／公升 

 2.0-3.0毫克／公升   

 3.0-5.0毫克／公升 

【4】30.有關自來水加氯消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殺死水中的致病菌 

可避免微生物在配水系統中再生 

氯和天然有機物反應會產生消毒副產物 

氯不會和氨氮反應 

【3】31.根據達西-維斯巴哈公式(Darcy-Weisbach formula)，當管流輸水管線內之水流變大為 2倍，摩擦水頭

損失增加為幾倍？ 

 1倍  2倍  4倍  8倍 

【4】32.有關延性鑄鐵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普通鑄鐵中加入鎂或其合金製成 B.抗拉強度較一

般鑄鐵管高 C.抗彎強度較一般鑄鐵管高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1】33.有關制水閥的功能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用來中斷水流或調節流量 

用來調節水壓 

用來控制水流方向 

用來排出管內空氣 

【4】34.過濾池之操作出現下列何種現象，需進行反沖洗？ A.出水濁度升高 B.水頭損失變大 C.已達最

大濾程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1】35.在一抽水系統中，已知總動水頭為 14 m，總靜水頭為 8 m，則該系統之總水頭損失為何？ 

 6 m  7 m  10 m  22 m 

【3】36.有關伏流水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位於地下非飽和層中   

水質較地表水潔淨 

水流速度比地下水慢   

豐枯水期皆能取水 

【2】37.有關「最大時用水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最大時用水量小於平均日用水量 

指最大日用水量當天之最大時用水量 

通常出現在深夜 

台灣最大時用水量與平均日用水量之比值約為 10 

【4】38.下列何者非屬自由水流式輸水管渠？ 

明渠   

渡槽  

順坡隧道   

倒虹吸管 

【3】39.中華民國飲用水水質標準中，錳屬於化學標準中之下列何者？ A.影響健康物質 B.可能影響健康

物質 C.影響適飲性、感觀物質 

僅 A 僅 B 僅 C  ABC 

【4】40.在自來水處理中，有關選用硫酸鋁當作混凝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鋁離子在水中會進行水解反應 

在中性 pH下，產生的含鋁錯合物可中和水中顆粒的表面負電 

添加劑量夠高時，會產生氫氧化鋁沉澱物 

會使水的 pH升高 

【4】41.兩台型號尺寸相同的抽水機並聯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可用於加壓或深井抽水 B.抽水量

在系統中維持不變 C.並聯後，率定曲線之揚程為各抽水機揚程的總和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3】42.卡爾森指數可用於判定水體優養化程度，下列何者非屬計算卡爾森指數所需之水質參數？ 

透明度  葉綠素  

總氮  總磷 

【3】43.大台北地區於 110年 1 月出現自來水黃濁現象，有關此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造成黃濁問題的主要物質為鐵與錳 

事件發生期間水庫水有上下翻攪現象 

因混凝效果不佳造成 

緊急應變解決方式為將取水口調高 

【1】44.為避免抽水機穴蝕現象，其操作應考慮下列何種原則？ 

有效淨正吸水頭＞需要淨正吸水頭 

淨正吸水高度＜有效淨正吸水頭 

需要淨正吸水頭＞淨正吸水高度 

淨正吸水高度＜水頭損失 

【2】45.有關輸水渠道的設計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以進水口最高水位、出水口最高水位為容量計算之依據 

以進水口最低水位、出水口最高水位為容量計算之依據 

以進水口最低水位、出水口最低水位為容量計算之依據 

以進水口最高水位、出水口最低水位為容量計算之依據 

【2】46.有關不同形式抽水機比速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徑流式離心抽水機＞混流式抽水機＞軸流式抽水機 

軸流式抽水機＞混流式抽水機＞徑流式離心抽水機 

徑流式離心抽水機＞軸流式抽水機＞混流式抽水機 

混流式抽水機＞軸流式抽水機＞徑流式離心抽水機 

【3】47.井水力學之平衡公式可用於計算抽水量和井內洩降的關係，下列何者非屬此平衡公式之假設？ 

井之出水量與其四周流入影響圈之水量相等 

含水層之地質組織是均質的 

水力傳導係數非一定值 

地下水流係水平流向 

【2】48.已知一河川的最低日流量為 100,000 m
3
/day、平均年流量為 64,000,000 m

3
/year，該區域之最大日取

水量為 200,000 m
3
/day、計畫年取水量為 60,000,000 m

3
/day，該區域之水資源規劃何者較為適當？ 

直接取用河水   

興建水庫  

興建海水淡化廠   

另覓伏流水水源 

【2】49.由同一廠商製造之同一序列特性相似之抽水機，當轉速固定時，若抽水機尺寸變為 2 倍，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抽水量變為 2倍  抽水揚程變為 4倍  

所需功率變為 8倍  抽水量變為 4倍 

【4】50.一沉澱池長 4m、寬 2m、高 2m，已知此沉澱池設計目標要去除水中至少 90%的膠羽顆粒，已知膠羽

顆粒沉降速度為 0.8 m/min，則下列哪個進流流量可達到此目標？ 

 15 m
3
/min  12 m

3
/min  8 m

3
/min  5 m

3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