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六條附表二修正總
說明
「飲用水水質標準

」於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發布時

，

其第三條條文增訂總菌落數採樣地點限於有消毒系統之水廠配
水管網，係基於總菌落數在檢測糞便污染上價值很低，通常與
水媒疾病的爆發無相關性，並不被認為在評估飲用水適飲性的
安全上為必需的。但可作為水廠淨水程序的消毒效率的指標。
因此為配合 「飲用水水質標準
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之修正發布，擬具

「飲

」第七條條文、第六條附表二修正

草案，將第七條及第六條附表二涉及總菌落數檢測之內容予以
刪除，另為為符合法律保留及授權明確性原則，刪除第七條第
三項後段有關 所在地主管機關得視水質狀況酌予增加檢測項
目 及 禁止繼續作為飲用水水源

之但書規定，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刪除總菌落數檢測項目之內容，及第三項後段有關
增加檢測項目 及 禁止繼續作為飲用水水源
定。 (修正條文第七條

之但書規

)

二、刪除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總菌落數檢測記錄之內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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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

(修正條文第六條之附表

酌予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六條附表二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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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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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目及頻率規定如下：
率規定如下：
自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修
一、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月檢測一次大腸桿
一、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月檢測一次大腸桿菌群、總
正發布，其第三條條文增
菌群及自由有效餘氯；其水源應每月檢測一次硝酸鹽氮及砷。其中水源
菌落數及自由有效餘氯；其水源應每月檢測一次硝酸鹽氮及砷。其中水源之硝
訂總菌落數採樣地點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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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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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毒系統之水廠配水管
次年起改為每隔三個月檢測一次。
每隔三個月檢測一次。
網，爰將本條有關總菌落
二、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二、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數項目之檢測內容予以刪
(一)、以自來水為水源者：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
(一)、以自來水為水源者：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及
桿菌群。
除。
總菌落數。
(二)、非以自來水為水源者：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
二、為符合法律保留及授權明
(二)、非以自來水為水源者：經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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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性原則，刪除第三項後
及總菌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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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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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有關所在地主管機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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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次年起改為每隔六個月檢測一次。
視水質狀況酌予增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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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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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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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飲用水管理條例第六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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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菌落數之
之檢測。
明定有關禁止繼續作為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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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水源之規定，刪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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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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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項後段有關禁止繼續作
其他仍應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標準，所在地主管機關得視水質
第一項水質檢測應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由經中央主管機關
為飲用水水源之但書規定。
狀況酌予增加檢測項目。但水源水質檢測有任一項目不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採樣、檢測，水質檢驗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
時，應依本條例第六條規定禁止繼續作為飲用水水源。
管機關查核。
第一項水質檢測應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採樣、檢測，水質檢驗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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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菌落數係自然存在於環
境中，且會有自然增生的
*飲用水設備編號：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年 月 日
*飲用水設備編號 ：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 年 月 日
現象，因此衛生署所訂定
設備設置單位 ：
連絡電話
：
設備設置單位 ：
連絡電話
：
之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
水衛生標準，管制項目不
設備負責人
：
設備管理人
：
設備負責人
：
設備管理人
：
包括總菌落數。
水源類別
：
水源類別
：
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
一、設備維護記錄：
示，在連接水管之飲用水
一、設備維護記錄：
設備(如軟化、活性碳過濾
維護
維護人
維護
維護人員
清洗
更換
消毒
其他
備註
清洗
更換
消毒
其他
備註
等)或飲料販賣機，一般會
日期
員簽名
日期
簽名
發生細菌增生，但不因此
表示會產生健康的風險，
只要其所接用的水能符合
可接受的微生物水質標準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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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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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菌落數在檢測糞便污染
管線消毒等)。
毒等)。
上價值很低，通常與水媒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疾病的爆發無相關性，並
不被認為在評估飲用水適
二、水質檢驗記錄
二、水質檢驗記錄
飲性的安全上為必需的。
項目 大腸桿菌群 硝酸鹽氮 砷 自由有效餘 檢驗 是否 備
項目 總菌落數 大腸桿菌群 硝酸鹽
砷 自由有效餘氯檢 是 備
但可作為水廠淨水程序的
標準
6.0
10 mg/L 0.05
氯
測定 符合 註
標準 100 個/mL
6.0
0.2-1.0 驗 否 註
氮 0.05
消毒效率的指標。目前許
日期
0.2-1.0 單位 標準
MPN/100mL
mg/L
日期
MPN/100mL 10 mg/L mg/L
mg/L
測 符
多國家對於有消毒淨水處
mg/L
定 合
理之供水系統，多未將總
單 標
菌落數列為管制項目，改
位 準
以大腸桿菌群等致病菌做
為飲用水水質安全之監測
項目。
註： 1.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每月檢驗一次大腸桿菌群及自由有效
四、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
餘氯；其水源每月檢驗一次硝酸鹽氮及砷。
續供水固定設備，係於處
2.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理後即供人飲用，並不像
以自來水為水源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自來水淨水場(廠)需將處
註： 1.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每月檢驗一次大腸桿菌群
、總菌落數 及
非以自來水為水源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理後之水，經配水管網長
自由有效餘氯；其水源每月檢驗一次硝酸鹽氮及砷。
其水源每次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砷。
途輸送供水。因此，為評
2.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3.非屬指定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估自來水配水管線在長途
以自來水為水源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及總菌落數 。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書存查。
輸送過程中是否有受污染，
非以自來水為水源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及總
目前除了要求餘氯要達
菌落數 ；其水源每次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砷。
0.2-1.0 mg/L 外，仍將總
3.非屬指定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菌落數列為具有消毒系統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書存查。
之水廠配水管線之管制項
5.飲用水水質標準中「自由有效餘氯」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改為 0.2目，以輔助評估配水管線
1.0mg/L。
在長途輸送過程中是否遭
受污染。
第六條

附表二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第六條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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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五、公私場所應善盡自主維護
管理之責任，大腸桿菌群
為致病菌指標，設置單位
自行維護時檢測大腸桿菌
項目即可把關水質，因此
配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自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之
修正發布，其第三條條文
增訂總菌落數採樣地點限
於有消毒系統之水廠配水
管網，刪除二、水質檢驗
記錄中總菌落數項目之各
欄位及註 1.、註 2.中總菌
落數之文字，另刪除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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