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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題（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3】1.有關電雙層的敘述何者錯誤？ 

顆粒與水體界面之間具有兩層正負離子層 

顆粒表面通常帶正電 

擴散層又稱 Stern層 

界達電位(zeta potential)也可當作 Stern電位 

【1】2.自來水取水設施的計畫取水量以何者為標準？ 

計畫最大日供水量   

計畫平均日供水量 

計畫最大時供水量   

計畫平均時供水量 

【3】3.沉澱池長寬及有效水深各為 100m、30m、3m，若每天處理水量 5萬噸，請問水力停留時間為多少小時？ 

 5.6  16.7  4.3  0.18 

【1】4.有一 0.001M（莫耳濃度）的硫酸溶液(H2SO4)，請問 pH值為何？ 

 2.699   3.000  

 2.522   1.699 

【4】5.典型的自來水淨水程序為下列哪一種？ 

混凝->過濾->消毒->沉澱  

混凝->過濾->沉澱->消毒 

沉澱->過濾->混凝->消毒   

混凝->沉澱->過濾->消毒 

【1】6.過濾濾料中，有效粒徑是指多少重量濾料樣品可通過的尺寸？ 

 10%  50%  60%  90% 

【3】7.下列哪一項不是混凝單元的重要考慮參數？ 

速度梯度  加藥量  

溶氧量   pH值 

【4】8.下列哪一項是自由有效餘氯？ 

三氯甲烷  二氯胺  

氯氣   次氯酸 

【2】9.為確保水庫水質，避免優養化發生，所以要控制什麼物質流入水體？ 

重金屬  營養鹽  

樹枝  水生生物 

【3】10.台灣自來水費率平均每度水大約新臺幣多少元？ 

 30  20  10  5 

【2】11.水中的重金屬離子通常以什麼方式去除？ 

氧化還原  化學沉降  

過濾  活性污泥 

【3】12.下列何者是莫耳數的計算公式？ 

重量除以體積  密度除以體積  

重量除以分子量  體積除以分子量 

【1】13.抽水機特性曲線中，額定水頭指的是： 

最高效率對應的水頭   

最大抽水量對應的水頭 

最大揚程對應的水頭   

最大馬力對應的水頭 

【2或 3】14.水質項目 BOD是指： 

溶氧  生物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導電度 

【1】15.加氯消毒是一種什麼過程？ 

氧化還原  化學沉降  

生物反應  離子交換 

【4】16.加氯消毒要注意不要產生下列何種致癌物質？ 

六價鉻  戴奧辛  

多氯聯苯  三鹵甲烷 

【3】17.依據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規定，集居人口在幾人以上時，配水管之容量應考慮消防用水？ 

 100人   1,000人  

 10,000人   100,000人 

【4】18.低揚程抽水通常指的是什麼時候的抽水？ 

配水抽水  清水抽水  

淨水抽水  原水抽水 

【3】19.下列何者為防止抽水機發生水錘的方法？ 

管線拉長   

減少吸水揚程 

不要突然開關制水閥   

選用靠近效率點的抽水機 

【4】20.若沉澱池之水力停留時間為 2.5小時，沉澱池水深為 4.5公尺，則沉澱池之溢流率為何？ 

 1.8 m3/hr   1.8 m/day  

 43.2 m3/hr    43.2 m/day 

【3】21.下列何者為混凝攪拌強度的單位？ 

秒  公尺／秒  

 1／秒  公尺／秒平方 

【4】22.原水中含有 80 mg/L的鈣離子，則該原水的硬度為何（以每升多少毫克的碳酸鈣表示）？ 

 50   100  

 150   200 

【4】23.下列何者非構成鹼度的陰離子？  

碳酸鈉  碳酸氫鈉  

氫氧根  硫酸根 

【3】24.下列何種藻類因優養化於水體中大量繁殖，釋放出具肝毒性的藻類毒素？ 

矽藻  綠藻  

微囊藻  魚腥藻 

 

 



【4】25.下列何者為決定重力式過濾池反沖洗時機的重要參數？ 

水頭損失、流量   

流量、流速 

流量、出流水水質   

水頭損失、出流水水質 

【2】26.次氯酸根(OCl-)中，Cl的氧化數為何？ 

 +2  +1  -1  -2 

【2】27.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中，決定水庫有效貯水量基準之枯水年，重現期距為多少年？ 

 10  20  30  40 

【4】28.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中，取水門之流進速度應採用每秒一公尺以下之流速，原因為何？ 

防止垃圾流入   

降低取水量  

避免沖刷取水門   

減少砂石流入取水門內 

【1】29.一水廠之每日混凝劑的用量為 500公斤，處理的水量為 2.5萬 CMD，則平均混凝劑的濃度為何？ 

 20 mg/L    20 ppb  

 5 ppm   5 g/m3 

【3】30.依據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埋設於地下之用戶管線，與排水或污水管溝渠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多少
公分？  

 10  20  30  40 

【1】31.下列何者非推估河川水源安全出水量所需之調查事項？ 

河川蒸發量   

每年最低枯水量、枯水位 

每年最高洪水位   

水量、水位變化情形 

【3】32.水中氫氧根濃度為 10-7.5 mol/L，請問 pH值為何？ 

 8.5   7.5  

 6.5   5.5 

【3】33.一家庭共四人，每人每日用水量平均為 350升，請問該家庭之月用水量（以 30天計）為幾度？ 

 62   52  

 42   32 

【2】34.下列何者為速度水頭的單位？ 

公尺／秒  公尺  

公尺／秒平方  焦耳 

【2】35.水於輸水管流動時，有關摩擦損失的敘述，何者正確？ 

摩擦損失與速度成正比 

摩擦損失與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摩擦損失與輸水管長度成反比 

摩擦損失與輸水管管徑成正比 

 

貳、複選題 15題（每題 2分） 
【1,4】3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改變抽水機轉速對抽水量的影響為一次方正比關係 

改變抽水機轉速對揚程的影響為一次方正比關係 

改變抽水機轉速對效率的影響為二次方正比關係 

改變抽水機轉速對需要馬力的影響為三次方正比關係 

【1, 2, 4】37.一般常用的混凝劑有哪些？ 

硫酸鋁  硫酸鐵  

硫酸銅  氯化鐵 

【2,3】38.根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再生水不得用在哪些用途？ 

沖廁  食品  

藥品  澆灌 

【1,2,3,4】39.過濾的去除機制包含以下哪些作用？ 

衝擊  凝聚  

阻留  生物分解 

【1,2,4】40.為防止水庫水質惡化，集水區內的點源與非點源污染應加強控制管理，請問非點源污染包含哪些？ 

農業  道路  

工廠  露營地 

【2,3,4】41.乙類水體可用在哪些用途？ 

一級公共用水  二級公共用水  

三級公共用水  灌溉用水 

【2,3,4】42.下列哪些標準是由環保署制訂的？ 

自來水水質標準   

飲用水水質標準  

放流水水質標準   

地面水體水質標準 

【1,2,3,4】43.為了避免自來水管線腐蝕，可採用什麼方式防蝕？ 

加裝塑料保護套   

使用抗腐蝕塗裝  

加入防蝕藥劑   

改變管線材質 

【2,4】44.下列何者為自由有效餘氯？ 

 NH2Cl   HOCl 

 NHCl2   OCl
-
 

【2,3】45.下列何者為過濾池去除較大顆粒的機制？ 

擴散  攔截 

沉澱  吸附 

【1,4】46.下列何者非自來水法第 67條所稱之市政公共用水？ 

消防蓄水池用水 

公共環境清潔用水 

公園綠地用水 

政府機關用水 

【1,3,4】47.下列何者為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所稱之用戶管線？ 

進水管  配水管 

受水管  分水支管 

【1,3,4】48.下列何者為鑄鐵管之優點？ 

抗蝕性佳 

重量輕 

對內外應力的抵抗力高 

接頭水密性佳 

【1,3】49.有關臭氧消毒之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於水中的溶解性差 

適用於配水系統中的消毒劑 

不會產生三鹵甲烷類消毒副產物 

非常穩定、不易分解 

【1,3,4】50.下列何者是無效水量？ 

竊水  洗管用水 

核檢水量  漏水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