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球上,陽光、空氣、水是構成生命的三要

素,而人體更約有60%是水份。因此水是維持生命所

必須且又不可缺少的物質,是萬物的根源。台灣地區

早期之用水以農業灌溉為主,少部分為生活用水,工

業用水更少。但歷經四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上述用

水結構也已有顯著改變;許多農田因廢耕、休耕,灌

溉用水需求乃為之減少,而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所佔

比例卻逐年提高。但是,近年來由於都市人口聚集

及工業發展,產生都市污水、工業廢水及養豬廢水

等,對水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飲用水的安全

衛生日益受到各界普遍關切。為了得到更高品質的

飲水,部分地區飲水機遂大行其道;但飲水機若未善

加維護管理,反而成為細菌彙集孳生之溫床,對人體

健康將產生潛在的危害。

根據地方環保機關94年飲用水水質抽驗結果:

在自來水直接供水部分,共抽驗10,259件,不合格

26件,不合格率為0.25%；另在非自來水部分,共抽

驗866件,不合格240件,其不合格率更高達27.71%,不

合格項目主要為大腸桿菌群密度及總菌落數超過標

準,其原因則是由於大部分井水或山泉水均未經過

委善的處理及消毒,就直接作為飲用水,因此不合格

率偏高；此外,飲水機水質共抽驗1,455件,不合格

2件,不合格率亦為0.1%,其主要原因是民眾未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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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清洗及更換濾材而導致不合格率偏高。

有鑑於此,環保署特編輯這本「安全飲用水手

冊」,其內容包括自來水污染之防範,非自來水地區

處理水質應注意事項,飲水機維護及衛生應注意事

項,水池水塔的維護管理以及環保機關提供的諮詢服

務等,加強宣導,期使民眾能藉由本手冊的介紹,對「

安全飲水」建立正確的認知與觀念,相信在政府和民

眾的共同配合下,當能提升飲用水的品質,更加確保飲

用水的安全衛生。



3



4

常見的飲用水來源主要為自來水與非自來水等二種。

我國截至民國94年底,自來水普及率已達91.63%,亦即有

91.63%以上之人口均以自來水作為飲用水來源。另外,大約還

有約193萬的民眾仍以非自來水(包括簡易自來水、山泉水或

地下水等)作為主要飲用水來源。因此本章先介紹自來水,然

後再介紹非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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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統計資料自89年起，包含連江縣及金門縣之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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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5月台北縣某工專校外住宿生集體感染A型肝炎，原因

為飲用水井與化糞池距離不到4公尺，導致污水滲透污染飲用水

源；86年10月新竹縣關西鎮某國小爆發學童集體感染桿菌性痢疾

事件，並擴散到該地區其他學校及幼稚園，共157名師生及家屬

受到感染，原因為該校抽用之地下水遭到化糞池污染，而該校又

將地下水與自來水混用所致。

91年5、6月間，北市乾旱實施分區供水，有四百餘個用戶於

停水期間未關閉抽水馬達，造成管網負壓，污水從管網縫中被吸

入給水管，等到自來水恢復供水，就發生飲用水污染事件。

其次於民國93年3月，苗栗縣某國小引用山泉水供洗手台、

廁所沖水、洗滌等用途。結果因上游果農調配農藥，不小心污染

山泉水，學生以洗手台水漱口，造成疑似中毒事件。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為確保水質的安全新鮮，應將蓄水池及屋頂水箱、水

塔等之總容量設計不超過二日用水量，但應有日用水量的

十分之四以上。另外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第十八條

規定：「自來水與非自來水系統應完全分開。」故消防系

統用水與飲用水系統務必分開。至於學校學生減班或新屋

進住率不高時，可調低水位自動控制器或調整進水閥，降

低蓄水池、水塔容量，以常保水質新鮮。

一般飲用水若儲放超過二天以上，則較不適合直接飲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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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許多公私場所學校或家戶，設置淨水器、飲水機或

中央飲水系統,當作飲用水的再處理設備。這些設備在設置

後,必須依保養維護規定，定期維護清洗，才能發揮飲水機的

處理功能，否則仍有衛生疑慮，水質可能越濾越髒。因此，

使用飲水機時，需定期清洗維護設備（有關飲水機維護介紹

請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至於一般家用的飲水機(或淨水器),也應依據該產品所附

的說明書,確實做好定期的清洗及維護,才能確保家中飲水安

全及品質。

飲用水水質
檢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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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眾場所設置之飲水機，若屬於連續供水之固定設

備（註一），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及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

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附錄四），應負起下列四項管理責

任：

1.  維護：每月至少自行或委託維護一次，維護的內容並

末限定，可以是更換、清洗濾心、濾材或濾料、消毒

機台、管線或其他維護等。

2.  檢驗：應每隔三個月委託環保署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檢驗處理後的水質狀況，檢驗的項目為大腸桿菌

群，檢驗的比例為所有台數的八分之一，未滿一台者

以一合計，且應採輪流並迴避前已完成檢驗設備之方

式辦理，若該台飲水機或飲水檯僅有熱水出口，且其

出水溫度維持於攝氏九十度以上時，則該台飲水機或

飲水檯處理後水質得免檢驗大腸桿菌群；而該台飲水

機或飲水檯若不是以自來水為水源者，則其水源水質

應每隔三個月增加檢測硝酸鹽氮及砷兩項，且若連續

一年符合水源水質標準者，自次年起，改為每隔六個

月檢驗一次水源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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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逆滲透過濾器管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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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1.大腸桿菌群密度
水中出現大腸桿菌群時，表示可能會

有真他致病菌同時出現。

（1）多管發酵法：

     6（MPN/100mL）

（2）濾膜法：

     6（CFU/100mL）

2.總菌落數 為評估消毒效率的要項。 100(CFU/mL)

3.臭度

影響適飲性項目，水中出現臭虔通常

反應出水源受到若干程度之污染或是

淨水處理失當、配水系統受損。

3(初嗅數)

4.濁度

（1） 當濁度大於lNTU時，將影響消毒

效率：而大於5NTU時肉眼可辨，

會造成消費者之抱怨。

（2） 濁度過高可能於顆粒中藏匿微生

物進而影響人體健康。

2(NTU)

5.色度

屬影響適飲性項目。由於原水中色度

大都來自有機物(尤其腐植質)，色度

可視為有機污染之指標之一。

5(鉑鈷單位)

表一  飲用水水質項目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及其現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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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6.砷

(1) 會對皮膚、神經系統等造成危

害，對人體之致癌性已被證實。

(2) 根據研究，長期飲用砷含量偏高

的深井水，被疑是烏腳病的主要

成因。

0.01(mg/L)

7.鉛 0.05(mg/L)

8.硒
為人體必要之微量元素之一，惟高

濃度時，會危害肌肉及神經系統。
0.01(mg/L)

9.鉻

  (總鉻)

六價鉻會對肝、腎及循環系統造成

危害。
0.05(mg/L)

10.鎘 對腎臟有急性之傷害。 0.005(mg/L)

11.鋇

主要以食入方式進入人體，對人體之

影響在於肌肉神經、消化系統及心臟

等組織。

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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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12.銻

曝露於高濃度時，中毒症狀類似砷中

毒，如中樞神經損傷、胃腸道受損

等。

0.01(mg/L)

13.鎳

為人體必要之微量元素，人體消化對

鎳之吸收能力偏低，不易累積在組織

中。WHO認為鎳會造成皮膚炎等過敏

性病症，但主要是經由皮膚接觸而非

食入。除了皮膚疾病外，還會造成體

重減輕、肝臟機能之損害。

0.1(mg/L)

14.汞

(1) 汞對人體健康傷害極大，在日本

曾造成水俁病。

(2) 無機汞傷害之主要器官為腎臟，

有機汞則會危害中樞神經系統，

一般而言有機汞對人體危害較

大。

0.002(mg/L)

15.氰鹽

對人體具急性且致病之毒性，可經由

肺臟、消化道及皮膚進入人體，主要

傷害之器官包括脾、肝、甲狀腺及

神經系統等。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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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16.亞硝酸鹽氮

   (以氮計)

為毒性物質之一，人體內亞硝酸鹽主

要為硝酸鹽在體內轉換而成，在高濃

度時會產生心血管方面之疾病，低濃

度時會發主變性血色蛋白血症(發生

於嬰孩則稱為藍嬰症)，症狀為皮膚

出現藍紫色之斑紋及呼吸急促等。

0.1(mg/L)

17.總三鹵甲烷

三鹵甲烷存自來水中常見的有種，即

氯仿、溴仿、二溴一氯甲烷、一溴

二氯甲烷等，其中以氯仿之出現頻率

最高，氯仿可使中樞神經系統衰

退，並且還會影響到肝臟、腎臟之

功能。

0.08(mg/L)

18.三氯乙烯

   (有機物)

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之鎮靜劑，在動

物實驗中發現，吸入大量三氯乙烯會

導致中樞神經系統衰弱，以及抑制心

臟功能。長期暴露下會導致人體肝

臟受損和小白鼠的肝細胞病變，對小

白鼠具致癌性。

0.01(mg/L)

QUEST
Text Box
0.005(mg/L)

QUEST
Note
Marked set by 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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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19.四氯化碳

對人體健康有非常廣泛之影響，包括

致癌性，並危害到肝臟與腎臟之功能

等。

0.005(mg/L)）

20. 11,1,1-三氯

乙烷

   (有機物)

會引起吸入性急性中毒，在健康上的

影響有肺部充血與水腫現象，肝臟之

脂肪質有空泡狀態。

0.20(mg/L)

21. 1,2-二氯乙烷

   (有機物)

1,2-二氯乙烷之暴露途徑有吸入、攝

食及接觸，連續暴露會導致中樞神經

系統的損害並會傷害到肝臟、腎臟與

心臟血管系統。

0.005(mg/L)

22.氯乙烯

氯乙烯在急性曝露對健康的影響，會

引起中樞神經之衰弱，並在病理上發

現有肺部充血與水腫之現象。

0.002(mg/L)

23.苯

   (有機物)

急性中毒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之衰

弱；而慢性曝露於苯之中，會出現

貧血與白血症現象。

0.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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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24.對-二氯苯

屬於低急毒性，在動物實驗的證據上

顯示，長時間的暴露會增加小鼠腎臟

腫瘤以及大鼠肝細胞腺瘤的發生。

0.075(mg/L)

25.1,1-二氯乙烯

   (有機物)

1,1-二氯乙烯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退

化，根據動物實驗發現，90天連續曝

露在1,1-二氯乙烯下，會損害肝臟及

腎臟，在慢性影響方面，長期暴露可

能使大白鼠產生肝脂肪變化及肝細胞

肥大。

0.007(mg/L)

26.安殺番

   (農藥)

為非系統性的接觸毒及胃毒，吸入或

吞入安殺番會有致命的危險，經由皮

膚接觸也有高度的危險；全身性的中

毒可導致神經過敏、精神激昂、震

顫、痙攣等現象。

0.0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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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27.靈丹

   (農藥)

(1) 吸入或吞入會有致命的危險顫經

由皮膚接觸也有高度的危險。

(2) 以大白鼠實驗顫在高劑量時會有

肝細胞肥大症或腎臟發炎現象顫

慢性中毒會導致體重減輕顫以及

尿液、血液與組織申抗壞血酸變

化顫除對中樞神經具刺激性外顫

並具有高度致癌性。

0.0002(mg/L)

28.丁基拉草

為一種廣效性的除草劑，且是目前國

內使用量最多之除草劑，根據動物性

試驗，丁基拉草對於小自鼠急性口服

半致死劑量約3,000∼3,630mg/kg，

而對眼睛是微具刺激性，對皮膚無

刺激性。

0.02(mg/L)

29.2,4-地

   (農藥)

臨床上對人體健康方面的影響包括：

肌纖維抽筋、麻痺、血色蛋白尿與肌

紅蛋白尿。個體暴露在2,4-地之下會

感到容易疲勞、頭痛、肝臟疼痛、食

慾減低。

0.07(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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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30.巴拉刈

   (農藥)

對人體有急毒性，皮膚接觸巴拉刈濃

縮液可能導致嚴重皮膚刺激，不慎吸

入造成症狀包括嘴、喉嚨、眼睛、皮

膚有灼熱感覺，或有下痢、咽頭炎與

嘔吐現象。

0.01(mg/L)

31.納乃得

   (農藥)

中毒症狀包括口吐白沫、抽搐及顫

抖，大約12至l5mg/kg劑量的納乃

得會對人類造成致命的影響。

0.01(mg/L)

32.加保扶

   (農藥)
具有接觸性毒以及胃毒，可抑制膽鹼

酯酵素之作用。
0.02(mg/L)

33.滅必蝨

   (農藥)

遇熱會分解產主有毒氣體NOx。中毒

症狀有嘔吐、腹部抽痙、腹瀉、盜

汗、倦怠、虛弱、肌肉抽痙、失去協

調、呼吸肌麻痺導致呼吸困難致死。

0.02(mg/L)

34.達馬松

   (農藥)

是極毒物質，中毒症狀如盜汗、視

覺模糊、噁心、嘔吐、胸部及腹部

抽痙、腹瀉、有時肺部水腫。

0.0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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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35.大利松

   (農藥)

是極毒物質，中毒症狀如盜汗、視覺

模糊、噁心、嘔吐、胸部及腹部抽

痙、腹瀉。

0.005(mg/L)

36.巴拉松

   (農藥)

是極毒物質，中毒症狀如頭痛、噁

心、嘔吐、胸部及肌肉抽痙、腹瀉、

流口水、呼吸困難，且因中樞神經失

調而致死。

0.02(mg/L)

37.一品松

   (農藥)

是極毒性神經物質，會經由呼吸或皮

膚接觸進入動物體內引起中毒，中毒

症狀為頭痛、噁心、嘔吐、腹部及

肌肉抽痙、腹瀉、頭暈、呼吸肌麻

痺導致呼吸困難致死。

0.005(mg/L)

38.亞素靈

   (農藥)

中毒症狀為盜汗、視覺失常、嘔吐、

胸部及腹部疼痛、腹瀉、有時肺水

腫、頭痛、肌肉失去協調、精神錯

亂、失去方向感、昏睡、呼吸中樞

破壞導致死亡。

0.0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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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39.氟鹽

若濃度適當對預防齲齒之功效已受到

證實,惟濃度高於2mg/L時，可能會引

起牙齒氟化而出現棕色斑點，更高之

濃度會造成骨骼氟化而損壞。

0.8(mg/L)

40.硝酸鹽氮

對人體之毒性目前仍不確定，屬低

毒性或無毒性，但因硝酸鹽氮於進

入人體後，有部分會轉變為亞硝酸

鹽，因而對人體造成危害。

10.0(mg/L)

41.銀
低毒性之物質，長期曝露可能造成皮

膚或頭髮變為青灰色。
0.05(mg/L)

42.鐵

屬人體必要元素之一，不具毒性，惟

濃度高雷造成色度增加、斑點及味覺

上之困擾等。

0.3(mg/L)



第五章

90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43.錳

屬人體必要微量元素之一，屬低毒或

無毒性物質。和鐵類似，管線中錳含

量過高時，洗衣會有斑點污染及產生

味覺、嗅覺之困擾。

0.05(mg/L)

44.銅

屬人體必要微量元素之一，對人體不

具累積性危害，高劑量時方被視為毒

性物質。急性中毒主要會刺激消化

道而造成嘔吐、疼痛等症狀。

1.0(mg/L)

45.鋅

為人體必要微量元素之一，低毒性或

無毒性之物質，水質中鋅含量超過

4mg/L以上可能產生苦澀味。另外濃

度長期超過5mg/L時，會導致煮沸容

器壁上產主乳白色滑膩之薄膜。

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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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46.硫酸鹽

(1) 為低毒性或無毒性物質，但高濃

度時(約500∼750mg/L)會導致腸

胃道刺激，甚至有下痢、脫水等

症狀出現。

(2) 水中硫酸鹽含量過高，可能加速

金屬管線腐蝕速率。

250(mg/L)

47.酚類

   (以酚計)

水中酚類濃度在1mg/L時，不致干擾

家庭給水之用途；200mg/L對魚類及

水生生物尚無影響。飲用水水質標

準對酚類之限值係考慮其臭昧之問

題，其臭味閾值因酚化合物種類而

異。

0.001(mg/L)

48. 陰離子界面活

性劑

   (MBAS)

此物質是一種陰離子界面活性物質，

其親水基帶著負電荷，已經被廣泛的

使用為清潔劑。在飲用水水質標準

中是歸類在影響適飲性的物質。

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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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49.氯鹽

   (以Cl-計)

為人體細胞內主要陰離子之一，屬無

毒性物質，飲水中氯鹽應不致對人體

產生不良影響，但由於鈉鹽常伴隨氯

鹽同時出現，故對少數必須嚴格控制

食物鹽份之慢性病患(如心臟病、腎

臟病患)，需另行考量其影響性。

250(mg/L)

50.氨氮

   (以氮計)

(1) 水體中氨氯主要來源為農 業、畜

牧、工業廢水與家庭污水排放，

因此，氨氮常被視為重要人為污

染指標。

(2) 氨氯一般被硯為低毒性，在飲水

中主要影響是味覺上之困擾，其

它影響包括和氯消毒劑形成氯

氨，因而降低消毒效率，或轉變

為具危害性之亞硝酸鹽。

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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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51.總硬度

(1) 水中之硬度乃源於溶解多價之金

屬離子(以CaCO3為單位)，主要

包括鈣、鎂離子，其餘如Sr2+、

Fe2+、Mn2+均屬之。

(2) 總硬度過高之飲水與泌尿系統結

石疾病間之相關性尚無法確定。

硬度在飲水中之影響主要為味覺

口感，水中總硬度太低，可能加

速管線腐蝕作用，而太高時(超過

200mg/L，可能在加熱過程中形成

鍋垢或水垢。

300(mg/L)

52.總溶解固體量

(1) 總溶解固體量為多種物質之總

稱，主要包括碳酸氫根離子、氯

鹽、硫酸鹽、鈣、鎂、鈉、鉀等

無機鹽及少量可溶性之有機物

質。

(2) 飲水中總溶解固體量對於該地區

民眾患病率及死亡率並無明顯之

直接關連，總溶解固體量主要影

響在味覺口感方面，一般認為低

於600mg/L之水質口感最佳，通常

超過1,200mg/L時，才會令消費者

無法接受。

5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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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項目 對人體健康影響
國內現行標準

 (單位)

53.自由有效餘氯

    (僅限加氯消毒

之供水系統)

氯溶於水中後會產主HOCl-、OCl-、

H+、Cl-等反應物。氯在水中濃度約

2∼3mg/L時，人類嗅覺即能感受到

其特殊刺激之氣味，由於人體之唾

及胃液能迅速反應而消除少量餘氯，

因此含量在5Omg/L時，仍不致產生不

良影響。

0.2∼1.0(mg/L)

54.pH值

pH值過低(過酸)時，會造成配水系統

中管線腐蝕，使水質中鉛、銅、鋅等

重金屬含量過高，pH值過(>8.5)時，

會造成消毒效率降低，且會有苦昧及

管垢產主之困擾，故在健康上pH值影

響屬間接性。至於pH值對人體之直

接影響，查許多酸性或鹼性食物攝入

體內對健康並無影響，通常在相當極

端之pH值時方會危害人體。

6.0∼8.5

55.溴酸鹽

    (限加臭氧消毒

之供水系統)

可能致癌物質。 0.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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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飲用水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第九條及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以

下簡稱飲用水設備)。

第三條

 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有飲

用水設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飲用水

設備登記，取得登記使用證明(如附圖一)，並將該證明張貼於

飲用水設備明顯處後，始得使用。

一、飲用水設備登記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 飲用水設備非接用自來水者，應提出其水源水質符合飲用

水水源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不同飲用水設備使用同一水

源者，得提出相同之水源水質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95年7月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毒字第0950052903號令修正發布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
      及維護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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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一飲用水設備應提出處理後水質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

檢驗項目檢驗並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四、飲用水設備圖說。

五、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六、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飲用水設備應以每一台飲水機或飲水檯為單位，分別取得

登記使用證明。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登記使用證明之飲用水設備，其設置地點變

更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

簡圖，向原核發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其水源或設備機型變更

時，應依第一項規定重新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應記載

下列事項：

一、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及其負責人。

二、飲用水設備維護單位或其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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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飲用水設備之濾材或濾心定期清洗、更

    換及管線消毒等維護說明。

四、 飲用水設備水質處理或消毒所使用藥劑之種

    類、用量及名稱。

五、水質檢驗項目及頻率。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五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條規定核發飲用水設備登記使用證明之有效期

限為三年，管理單位於有效期限屆滿前撤除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之飲用水設備，應即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註銷其登記使用證

明。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於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設置及使用該飲

用水設備，得於有效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至五個月期間內向所

在地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不得超過前項規

定。

 前項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有效期限：

一、飲用水設備登記展延申請表(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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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飲用水設備非接用自來水者，應提出其水源水質符合飲用

水水源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不同飲用水設備使用同一水

源者，得提出相同之水源水質證明文件。

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六條

 公私場所應依其設備之種類及型式，執行定期維護工作，其屬

本條例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置飲用水設備

者，應依申請登記時檢具之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執行定

期維護工作。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維護，每月至

少一次，並將每次維護內容詳細記載於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

設備維護紀錄表(如附表二)；其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

關查核。

第七條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飲用水設備水質狀況之檢測時，其

檢測項目及頻率規定如下；

一、 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

檢測大腸桿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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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非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

    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

    其水源應每隔三個月檢測硝酸鹽氮及砷。

    其中水源之硝酸鹽氮及砷，連續一年檢測結果均

    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時，自次年起改為每隔

    六個月檢測一次。

 飲用水設備處理後之水質於飲水機或飲水檯等供人飲用之裝

置，其出水溫度維持於攝氏九十度以上者，得免依前項辦理每

隔三個月大腸桿菌群之檢測。

 飲用水設備水源及處理後水質之檢測項目，除第一項所指定之

檢測項目外，其他仍應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

標準。

第一項水質檢測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第八條

 飲用水設備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驗水質狀況，其應執行抽驗

台數之比例為八分之一。

 前項應執行抽驗台數的計算，未達一台者以一台計，抽驗應採

輪流並迴避前已完成檢驗設備之方式辦理，必要時，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水質與維護狀況提高應執行之抽驗比例或指定

應執行抽驗之飲水機或飲水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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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飲用水設備處理後之水質，經檢驗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者，

該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即依序採取下列措施：

一、關閉進水水源，停止飲用。

二、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懸掛告示警語(如附圖二)。

三、進行設備維修工作。

 前項設備維修工作完成後，應再進行水質複驗，其已符合飲用

水水質標準者，始得再供飲用。

第十條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將每一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

紀錄表置於該設備明顯處，並備主管機關查核。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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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管理單位：

設備編號：

發證單位：                        環境保護局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尺  寸：長：10公分，寬：7公分

顏  色：銀色，黑色字體

材  質：特多龍，自黏貼紙，黏性特強，防水

附圖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使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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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展延變更申請表

※飲用水設備編號: (   )          申請日期:    /    /  

申請類別 □申請登記 □期限屆滿展延申請 □變更登記

申請單位 證件字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水源種類 □自來水 □地下水體 □地面水體 □其他

□ 1.水源水質證明文件(接用自來水者可以免提)

□ 2.處理後水質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 3.飲用水設備圖說

□ 4.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 5.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 6.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符  合 □不符合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展延期限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註銷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打※記號欄位由主管機關填寫,申請者勿填寫。

檢

具

資

料

 
︵
已
檢
具
者
請
打
勾
︶

※

審

核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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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飲用水設備編號：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年  月  日

設備設置單位： 連絡電話： 

設備負責人： 設備管理人： 

水源類別：    

一、設備維護記錄

維護日期 清洗 更換 消毒 其他 維護人員簽名 備註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註:1. 設備維護紀錄應註明清洗、更換及消毒之詳細內容（如：更換

濾心、管線消毒等）。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二、水質檢驗記錄

項目  大腸桿菌群 硝酸鹽氮 砷 
檢驗測 是否符

 
標準 6.0 10 0.05 

定單位 合標準
 備註

日期 MPN/100m  mg/L  mg/L 

   

註:1.接用自來水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2. 非接用自來水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每

次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砷。

   3.非屬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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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飲用水設備暫停使用警語

本設備水質不符合飲用水
水質標準，尚待維修

暫  停   使   用
設備管理單位：

設備管理人員：

連 絡 電 話：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尺寸:長：23公分，寬：16公分

顏色：白底，紅色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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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查詢

一、網址： http://ivy2.epa.gov.tw/out_web/j/drinkwater/

index.html

二、 飲用水管理網路通訊，除了本手冊所介紹的內容

外，在網際網路上也提供下列資訊。

(一)飲用水管理法規：

● 飲用水管理條例

● 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 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 飲用水水質標準 

●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 

● 飲用水水源水質或淨水處理改善計畫審核準則

●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申請公告作業準則

● 違反飲用水管理條例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

(二)飲用水管理現況

● 飲用水水質抽驗現況

● 包裝或盛裝飲用水水源管理現況

(三)飲用水統計資料(依統計資料時間予以更新)

● 歷年自來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

● 89∼94年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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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飲用水宣導資料

● 為飲用水安全把關-飲用水管理條例簡介

● 如何預防自來水二次污染

● 家戶蓄水池、水塔的清洗消毒方法

● 認識安全的飲用水—相信廣告詞？還是科學數據！

● 改善飲用水水質的不二法門—加強飲水機的維護管理

三、 環保署檢驗所網址：http://www.niea.gov.tw

    電話：(03)49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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