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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依自來水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其制定目的？ 

促進工商業發達 

改善國民生活環境 

降低國民經濟負擔  

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 

【1】2.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供水種類？ 

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 

商業用水 船舶用水 

【2】3.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特殊情形必須連續停水達幾小時以上者，應先申請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周知？ 

八小時 十二小時 

十六小時 二十四小時 

【3】4.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為因應乾旱，辦理停止、限制供水執行標準與相關措施，
應依下列何者辦理？ 

自來水法第五十條「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 

經濟部函頒「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函頒「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 

【4】5.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市政公共用水之水費，按普通用水水價減收多少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1】6.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因特殊情形採按口計費之普通用水用戶，其水費以每人
每月多少度計算？ 

五度 十度 十五度 二十度 

【3】7.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有關用戶用水設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用水設備分外線及內線 

內線指量水器後至水栓間之設備 

外線由申請用水人向所在地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營運）所申請並繳付應繳各費後，由用戶裝設 

供水後內線用水設備，用戶應自行負責管理維護 

【1】8.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逾繳費期限者，每逾四日按應繳水費百分之多少加收遲
延繳付費？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4】9.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臨時用水屬工程用水之水費，按普通用水水價加收百分
之多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4】10.依自來水法規定，在直轄市自來水事業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自來水事業局 環境保護局 

水利局 直轄市政府 

【2】11.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有關臨時用水之類別，下列何者錯誤？ 

工程用水 民宿用水 

建物改建用水 違章臨時用水 

【4】12.依自來水法規定，自用自來水設備係指專供自用之自來水設備，其出水量每日在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者？ 

五立方公尺 十立方公尺 

二十立方公尺 三十立方公尺 

【3】13.依自來水法規定，興辦自來水事業者，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水權登記時，應依下列何者規定？ 

自來水法 飲用水管理條例 

水利法 河川法 

【3】14.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專營權之有效期間為多少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1】15.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專營權有效期間屆滿，公營自來水事業，應於有效期間屆滿之多少年
前，為繼續經營之申請？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1】16.依自來水法規定，繼續經營自來水事業，其專營權有效期間以多少年為一期？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4】17.依自來水法規定，有關自來水價之訂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考量自來水供應品質 

得視營業收支盈虧狀況給予用戶費用折扣 

應以水費收入抵償其所需成本，並獲得合理利潤 

合理利潤，應以投資成本的百分之二十為限  

【4】18.依自來水法規定，有關自來水事業處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必要時得在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 

應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序補償  

如有爭議，由自來水事業處核定  

【2】19.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為因應尚未埋設幹管地區個別自來水用戶供水需要，須增加或新裝配
水幹管時，得按其成本向個別用戶收取多少補助費？ 

全部 二分之一以下 

三分之一以下 四分之一以下 

【1】20.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對消防用水之水費收取，下列何者正確？ 

不得收取 收取五分之一 

收取四分之一 收取三分之一 

【1】21.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對於代管簡易自來水事業得酌收代管期間之操作維護費用及其他一切
必要之費用，其費用由下列何機關訂定之？ 

自來水事業 經濟部 

直轄市政府 縣政府 

【3】22.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管承裝商，停業超過多少年，未依限申請復業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營業許可？ 

一年 一年半 

二年 三年 

【1】23.依自來水法規定，每日供水量在多少立方公尺以下之民營簡易自來水事業，得免依法組織股份有限
公司？ 

三千立方公尺 四千立方公尺 

五千立方公尺 六千立方公尺 

 



【1】24.依自來水法規定，每日供水量在多少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聘僱之總工程師、工程師，
得免以登記合格之工程技師為限？ 

三百立方公尺 四百立方公尺 

五百立方公尺 六百立方公尺 

【2】25.依自來水法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等所使用之土地，若使用年限已達多少年以上者，免辦理地
上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來水事業可無償使用，並視為有地上權？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3】26.自來水事業在其供水區域內，對於請求供水者可否拒絕？ 

不得拒絕 可以拒絕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沒有規定 

【4】27.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法所稱之自來水設備？ 

取水設備 淨水設備 

配水設備 用水設備 

【2】28.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第 61條規定無法供水者，用戶為接用自來水所設置之設備統稱為何？ 

自來水設備 用戶加壓受水設備 

衛生設備 取水設備 

【2】29.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與用戶雙方應遵守事項，應明訂於何處？ 

公司條例 營業章程 

收費規章 經營守則 

【2】30.依自來水法規定，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域內，妨害水量之涵養、流通或染汙水質，經制止不
理者，下列罰則何者正確？ 

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處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 

【3】31.依自來水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水價評議委員會，下列何者非法定成員？ 

政府機關 學者專家 

企業代表 消費者團體 

【3】32.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自來水法於民國 98 年增訂條文規定，其設備使用
達一定年限以上者，保障其維護更新之權益。請問一定年限是多少年？ 

 5年  8年 

 10年  12年 

【1】33.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章程規定，用戶如不需用水時，得申辦停用，停用期間基本費之收
取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免收基本費 收取基本費四分之一 

收取基本費三分之一 收取基本費二分之一 

【2】34.自來水事業向自來水用戶收取水費，應儘量裝置量水器，以度數計算，1度是多少水量？ 

 1公升  1立方公尺 

 1加侖  10公斤 

【3】35.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檢查用戶之用水設備，用戶可否拒絕？ 

可以拒絕 沒有規定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按雙方約定辦理 

【3】36.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發現竊水或違章用水，可請下列何單位協助處理？ 

地方政府 地方法院 

所在地憲警機關 環保署 

【4】37.依自來水法規定，欠繳應付各費逾期二個月，經限期催繳仍不清付者，得如何處理？ 

斷水斷電 報警處理 

併入逃稅處理 停止供水 

【4】38.用戶用水設備內線部分發生漏水時，由下列何者修理？ 

當地政府 一般水電行 

自來水公司 合格自來水承裝商 

【1】39.依自來水法規定，未經自來水事業許可，擅自啟動自來水設備，致妨礙供水者，下列罰則何者正確？ 

處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 處五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辦理 

【4】40.依自來水法規定，用戶申請供水之處所，若非水公司水壓可正常供水者，其設置間接加壓用水設備
由下列何者管理維護？ 

當地政府 里辦公處 

自來水公司 申請用戶 

【3】41.經自來水公司依營業章程停止供水之用戶，於 2年以內停水原因消滅申請復水時，其作業方式，下
列何者錯誤？ 

繳納復水費 繳納積欠費用 

依新裝方式辦理 繳納停水期間 1/2基本費 

【2】42.用水設備如須使用或通過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接用他人所有水管，應由下列何者取得所有權人或
管理人之同意書？ 

當地政府 申請用水人 

自來水公司 里辦公處 

【2】43.用水設備如須使用或通過他人之土地，且如在施工期間或日後發生糾紛，應由下列何者負責？ 

當地政府 申請用水人 

自來水公司 里辦公處 

【4】44.有關用戶用水設備內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合格自來水承裝商裝設 

設計圖應送所在地自來水公司服務（營運）所審定 

施工完竣後須檢驗合格 

用水設備內線係指配水管至量水器間之設備 

【1】45.用戶用水設備之外線、內線，其分界處為何？ 

量水器 制水閥 

配水管 水栓 

【3】46.用戶對自來水公司量水器有疑慮者，其作業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得申請由水公司派員複查 

可申請量水器鑑定 

鑑定費用統由用戶負擔 

量水器快轉時，應按比例核減水費 

【4】47.因用戶之事由，致不能抄表時，下列何者非屬其作業方式？ 

暫照上期用水度數計算 

電話通知約期候抄 

得按量水器口徑流量推計 

加計 1/2基本費 

【4】48.有關自來水公司收取之水費及隨水費代收之費用，下列何者非屬之？ 

基本費 污水處理費 

依用水量計算之用水費 配水管更新工程費 

【1】49.用戶應繳水費，經本公司通知後，應於繳費期限內繳付。逾繳費期限者，加收遲延繳付費最高加收
至百分之多少？ 

 5%  10%  20% 無限制 

【1】50.通過總量水器之示度超過各用戶量水器示度之和，如無特別約定時，其差額水量應如何辦理？  

由各戶平均分擔 由水公司負擔 

由量水器口徑比例分擔 由用水量比例分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