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7 年新進職員（工）甄試試題 

甄試類科／職別【代碼】：經建行政(圖資)／一級業務員【M0104】 
專業科目二：自來水常識及自來水管線竣工圖繪製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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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合計 70 分】與【非選擇 1 題

合計 30 分】，總計 100 分。 

選擇題限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答區內

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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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 

【3】1.請問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當涉及供水全區之自來水業務項目時，其主管機關是下列何者？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水利署 環保署 

【4】2.請問下列哪個行政區不是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直接服務的範圍？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 新北市三重區 新北市板橋區 

【3】3.自來水法從業人員中，下列何者不是自來水法規定須經考驗合格人員？ 

施工人員 管理人員 財會人員 操作人員 

【4】4.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下列有

關事項何者錯誤？ 

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 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不管是否損害，均應補償 

【3】5.自來水事業對自來水用戶應經常供水，如因災害、緊急措施或工程施工而停止全部或一部供水時，

應將停水區域及時間事先通告周知。所稱事先通告周知停水者，請問應該在多少小時前，將有關停水情形

刊登新聞紙，並以電子媒體或資訊網路公告？ 

 72 小時  48 小時  24 小時  12 小時 

【4】6.自來水法第 67 條所稱市政用水，不包括下列何者？ 

公廁用水 灑水車用水 公園綠地用水 消防演習、試車及檢查救火栓用水 

【2】7.下列何者不是自來水法所稱自來水用水設備？ 

進水管 戶外消防栓 受水管 分水支管 

【4】8.有關用戶用水設備分外線及內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外線指配水管至直接表或總水表間之設備 

外線由用戶向所在地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屬營業處所申請並繳付應繳各項費用 

內線指水表後至水栓間之設備 

內線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裝設 

【3】9.用戶用水設備發生漏水時，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其外線部分由自來水處負擔費用代為修理 

內線部分由用戶自行雇用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 

外線漏水挖掘用戶地面或拆損其構造物時，均需恢復原貌 

用戶報修漏水可打電話 1999 或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客服中心報案 

【2】10.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第 17 條規定，間接加壓用水設備之共同用戶，在自來水外線邊界應裝

置下列何種設備？ 

分表 總表 抽水馬達 水池 

 

【4】11.有關水表裝置位置及適用口徑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表位設置原則設計 

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設計 

如因環境或用水情況改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認有必要時，得遷移或變更之，其費用由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負擔 

需遷移或變更事由係用戶造成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得直接代為改善，其費用由用戶負擔  

【3】12.用戶如仍認為所裝水表失效或不準確，向度量衡專責機關申請水表鑑定後，如屬快轉，並應按比例

核減水費，並自何日開始核減？ 

鑑定結果發布日  申請鑑定日 

水費突增之月份起算  水費突增疑義申請日 

【4】13.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接水申請須知，下列何項目不屬於建築物類別？ 

新設 分隔新設 公用水栓 游泳池 

【1】1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 104 年起逐步推動智慧水表與自動讀表系統，請問下列何者是自動讀表系統的

英文縮寫？ 

 AMR  SWM  GIS  BIM 

【4】15.有關自來水直飲與生飲的差別，下列何者錯誤？ 

「直飲」指自來水直接飲用 

「直飲」是民眾直接喝經過自來水場淨化處理及消毒過後經管線輸送到用戶的自來水 

「生飲」在傳統用語上，是指直接喝井水、河川水等未經處理或煮沸的水 

「自來水生飲」是指未經處理的自來水 

【4】16.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有關蓄水池及水塔合計

容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設計用水量 10 分之 2 以上至 2 日用水量以下 

設計用水量 10 分之 4 以上至 2 日用水量以下 

設計用水量 10 分之 6 以上至 2 日用水量以下 

設計用水量 1 日以上至 2 日用水量以下 

【4】17.已知有(A) MicroStation、(B) ArcGIS、(C) Microsoft Visio、(D)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地理資訊系統，四

種個人電腦軟體及系統。在製作北水處自來水管線工程竣工圖時，下列軟體系統組合何種正確？ 

 (A)(B)(C)  (A)(B)(D)  (B)(C)(D)  (A)(C)(D) 

【2】18.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中，下列何者除特殊情況外，應按照 1/500 比例尺繪製？ 

詳細圖  平面圖  

平面圖及詳細圖  縱斷面圖 

【3】19.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於繪製平面圖時，接水點與水表之中心線相差

大於多少時，給水外線應標註接水點至基準點之相對距離？ 

 25 公分  40 公分  50 公分  75 公分 

【1】20.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規定「於繪製平面圖時，斷管處應標繪原有管

線之位置、口徑、材質及處理原因」，有關斷管處描述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原有給水管線無法自接合管或分歧接水點封閉者 

原有輸配水管線無法自接合管或分歧接水點封閉者 

原有給水管無法自分歧管（十字管、丁字管…等）封閉，或於竣工圖面斷管處封閉者 

原有輸配水管無法自分歧管（十字管、丁字管…等）封閉，或於竣工圖面斷管處封閉者 

【2】21.於繪製詳細圖，遇障礙降升或繞道時，下列何者正確？ 

標繪深度、位置及障礙物種類，並註明「立面」、「半立面」或「漸變段」，不得用立體圖繪製 

標繪深度、位置及障礙物種類，並註明「立面」、「半立面」或「漸變段」，必要時用立體圖繪製 

標繪長度、位置及障礙物種類，並註明「立面」、「半立面」或「漸變段」，不得用立體圖繪製 

標繪長度、位置及障礙物種類，並註明「立面」、「半立面」或「漸變段」，必要時用立體圖繪製 

【1】22.於竣工圖記載用戶給水管改裝、抽換或新設，應表列給水改裝明細，但不包括下列哪一個項目？ 

用戶申請代碼 口徑 長度 序號 



【4】23.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水管材質代號 HDPE 為下列何種管材？ 

聚氯乙烯管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  

高性能耐震型塑膠管  高密度聚乙烯管 

【1】24.依照竣工圖之平面圖繪圈編號，填寫備註時，不包括下列哪一事項？ 

各段管線之施工廠商  各段管線之材質 

各段管線之合計長度  各段管線之直管長度 

【4】25.汰換或新設閥栓，應繪製閥栓卡，其備註欄填寫何種圖面上之繪圈編號？ 

縱斷面圖 施工位置圖 詳細圖 平面圖 

【3】26.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竣工圖之陳核，下列何者錯誤？ 

閥栓卡由監工核章後一併檢附送審 

竣工圖與設計圖不符，或未依規定施工者，應檢附簽核文件 

竣工圖採用白色圖紙送審 

竣工圖陳核時，應檢附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竣工圖資審查表 

【1】27.自來水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時，平面圖圖例「 」表示下列何種名稱？ 

排氣閥 減壓閥 洩壓閥 持壓閥 

【4】28.自來水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時，流量監視點平面圖圖例為下列何者？ 

        

【3】29.自來水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時，詳細圖圖例「 」表示下列何種石墨球狀延性鑄鐵管？ 

 T 型  D 型  NS 型  Y 型 

【1】30.請問照片中，裝設於鑄鐵管上之另件為下列何種名稱？ 

 

鞍帶分水栓 接水栓 接水鞍帶 鞍帶接水頭 

【2】31.請問照片中箭頭所指之管件為下列何種名稱？ 

 

 

 

 

 

單承口單凸緣座式彎管  

凸緣丁字管  

雙承口丁字管  

三承口三通管 

【4】32.請問照片中箭頭所指之管件為下列何種名稱？ 

 

過牆管  

單承口單凸緣短管  

雙凸緣短管  

套管 

 

【3】33.請問照片中箭頭所指，裝設於水表前之不銹鋼管為下列何種名稱？ 

 

 S 管 

彎管 

波狀管 

可撓式彎管 

【1】34.自來水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時，塑膠管之詳細圖圖例「 」表示下列何種名稱？ 

斜度環 過牆管 異徑接頭 直管 

【3】35.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閥栓卡採用規定格式繪製，閥類與消防栓位置，

須有 X-Y 平面垂直距離及 2 個基準點的相對距離，閥栓卡如未能垂直表示時，總共應標示幾個基準點的

相對距離？ 

 3 個  4 個  5 個  6 個 

貳、非選擇題 1 題（配分 30 分） 

第一題： 

請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線工程竣工圖繪製作業須知」之圖例及相關規定，繪製自來水管線（由一

節點編號至另一節點編號）之詳細圖（含節點處之直管、管件、管徑、深度、固定台、立面、半立面等）： 

 

範例：      平面圖                            詳細圖(直管長度請合理假設) 

 

請繪製如下平面圖之管件詳細圖，直管長度請合理假設，每繪製錯誤或漏繪 1 處（包括直管、管件、

管徑、深度、固定台、立面、半立面及應備註文字，每項均以 1 處計）扣 0.5 分，扣至 0 分為止。【30 分】 

 

新設∮300DIP(K 型) 原有管(有承口) 

∮250MJP 

深度 1.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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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DIP(K 型) 

深度 0.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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