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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創新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3 年度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 

■團隊提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技術科、供水科等）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周家榮 貢獻度：40％ 

參與提案人：許敏能 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曾喜彩 貢獻度：30％ 

提案範圍 
一、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二、有關各機關工作環境、節能減碳及開源節流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窨井-設身處地的包容，奠漏水長期管理基石；管帽-兼容並蓄的

創新，啟不鏽鋼管封管史頁 

提案緣起 

本案係為發展完整、健全之區域計量模式，奠定北水處漏水永續

管理之基石。 

常用區域計量流量計有 3 種，包括電磁式、夾式超音波及插入式

（如附圖 1），前 2 者須有窨井的搭配方可反覆操作，後者須搭配

不鏽鋼管帽方可正常運作： 

一、窨井的開發，是「設身處地」的包容、是見山還是山：降低

漏水率既為北水處的核心工作，而評估漏水嚴重與否、改善成

效良寙，便需靠計量表安裝於一封閉區域進水口，評估其進水

量與抵達用戶端之用戶水表計量總和之差異，此即為「小區計

量」，然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要有最高漏水改善效率，便要

選定漏水最嚴重區域優先更新管線，所以管網改善施工前，先

行裝表評估漏水率便成管網改善的要徑（critical path），依

國外經驗，裝表當然要裝窨井（見山是山），故北水處向來合約

皆有埋設窨井（人手孔）單價，惟北市並未對各管線單位之道

路地下埋設位置有所配置，且北水處原僅考量人員於窨井內的

工作空間寬敞，窨井制定偏大，故施工時，常面臨管障眾多、

窨井過大、無法埋設，埋設窨井裝表已名存實亡，故早期施作

小區計量水表時，皆採用不裝窨井、直接埋入水表（見山不是

山）；提案人周員等見北水處漏水努力多年已見成效（民國 94

年~100 年底，漏水率由 26.99%降至 20.51%，102 年底為

17.88%），但憂慮埋入式管理表非一勞永逸之道，不利往後管

理，因管網改善完成多年後、區塊漏水復發時，水表已損壞，

如何複測？到時要再普遍裝表、找弱點？為免浪費、亟需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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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規劃漏水長期管理方向，遂提出窨井埋設提案，時周員等為管

網改善第一線人員，遭遇反彈極大，但其模擬工作空間、設身

處地置於窨井中（如附圖 2 及 3），選定最小可能窨井尺寸，並

以身作則，開啟小尺寸窨井埋設首例，化解北水處內疑慮，至

102 年底，北水處已安裝 154 只窨井（見山還是山），為國內管

網改善推展窨井裝設第一人，替北水處漏水長期管理踏出成功

的第一步。 

二、觸類旁通的創新，替「廢棄」不鏽鋼用戶給水管斷管，創造

可長可久的封管組件－不鏽鋼管帽（如圖 4）：常用區域計量流

量計 3 種型式中，以傳統電磁式準確度最高（北水處主流），但

須設置窨井（如前節），而插入式使用空間最小（如附圖 5），但

它是必須界接在供應用戶給水之鞍帶分水栓上，而將鞍帶分水

栓之供水側封管（完整配水管供應用戶給水如附圖 6，請比對圖

5），故本案原目的在研發插入式流量計之鞍帶供水側塞頭、發

展完整的區域計量方式，卻意外帶給作者更大企圖，解決北水

處內尚未發展完備的不鏽鋼管斷管方式，也許非自來水行業人

員會覺得這是個很奇怪的問題，作一個封管組件並不困難，為

什麼會無法解決，這是因為鞍帶、不鏽鋼接頭等為功能性材料，

只能規定材質、鎖得住標準尺寸的不鏽鋼管、耐受水壓大小，

無法規定製作型式，舉例來說，如圖 7，各廠牌鞍帶及接頭，因

專利不同、外觀尺寸、型式（有分內牙及外牙等）皆不同，若

限制型式即為綁標，故不可能用一種螺牙接頭去鎖住所有的鞍

帶；惟周員利用功能性材料共通點－鎖住標準尺寸的不鏽鋼直

管，故將一小截不鏽鋼直管單側焊接封管即可適用所有鞍帶、

接頭，原理簡單、可靠、可長可久，此為國內外首創並取得專

利。周員不因循苟且盲從國外鞍帶斷管採用單一廠牌的管塞作

法，因這可能會造成需要斷管的舊鞍帶（30 年前的埋的），現在

挖開發現已無斷管廠牌管塞供貨，此乃周員不鏽鋼管帽設計的

遠見與創見。 

焊接牢靠嗎？非自來水業的人可能不知道，所有的不鏽鋼直管

都是用薄鋼板彎曲焊的。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一、 窨井： 

北水處早期在小區計量表安裝時並非未考量窨井的使用，但

在以往契約窨井為預鑄 3 片組合式，其寬度為 130 公分、內寬為

100 公分、外部高度為適應配水管深度有 165 公分、195 公分 2 種，

窨井圓人孔蓋入口僅 80 公分（供人員在窨井內部作業），此種型

式於應用上有以下缺點： 

1. 寬度 130 公分（部份巷道僅 8M 寬）、過大，現場不易施工。 

2. 內部空間高 110 公分或 140 公分，其中 110 公分，人必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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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度彎腰來抬水表，較不符合施工便利性。 

3. 窨井圓人孔蓋入口僅 80公分，300mm 水表組為 80公分長（附 

直徑 48 公分之雙突緣），難以直接從直徑 80 公分之圓人孔

中直接拉出，須垂直吊出（理論上需仰角 62 度以上方可吊

出），如圖 8 所示。 

 

故，新窨井型式與尺寸的規劃考量： 

1. 窨井內部淨長度考量：在考量窨井尺寸時，首先要知道最起

碼的長度需求為何?針對這一點，我們分析目前北水處較常

使用的 200mm 及 300mmABB 計量水表組，整理結果如表 1。 

2. 水表重複拆裝規劃：以北水處採用之水表組考量，它包含了

計量表本體及用於量測水壓的不鏽鋼雙突緣短管等，透過伸

縮管的作用，我們可以輕易的以同口徑雙突緣短管（北水處

現有材料）來取代水表組，達成水表重複拆裝的功能（如圖

9、圖 10）。 

3. 窨井內部淨寬度評估：經實際測試選定 60 公分內寬的窨

井，人員站立其中，尚可留下 30 公分的淨空間，以 200mm

的 DIP 管來說足可施工；以 300mm 的 DIP 管來說，則需要

70 公分內寬的窨井。 

4. 窨井內部淨深度評估：我們假設配水管埋設管頂深為 1.2

公尺，則 200mm、300mm 配水管最低點法蘭處約為地表下 149

公分與 160 公分，若撘配一般窨井鑄鐵蓋約 13 公分來說，

窨井本體內部深度最低約為 140 公分與 152 公分。 

5. 窨井孔蓋型式：建議採全開蓋式，可增加工作空間，非以舊

式小型圓形人孔方式（人員需藏於窨井內部以半蹲施工）。 

6. 窨井型式與尺寸的選定：透過上述的最低要求，考量經濟規

模並參酌市售常用的窨井型式，建議 200mm 計量表可參採中

華電信手孔大 B 型窨井、300mm 計量表可參採瓦斯窨井人孔

（內部尺寸 LXB：1.5X0.9、外部尺寸 LXB：1.74*1.14，高

度可應需求由 158 公分，每個級距 15 或 30 公分之套圈調整

高度單位：M），另外，大尺寸窨井的重量較重，有時會超過

吊卡及挖土機的工作負載也是考量之一。 

 

考量得宜：因考量詳細，該提案由 101 年執行至今，未作任

何形式變更，暢行無礙。 

成本：本案由 101 年執行至 102 年底已安裝約 154 只窨井，

早期若計量表採一次埋入式，每處成本約 14 萬元（含 10 萬元計

量表），但改採窨井施工，每只窨井安裝成本約 8 萬元，節省約 6

萬元，且水表可重複移裝多次使用，若以北水處轄區約劃設 1000

個小區計算，約需投入 9000 萬元成本（含 8000 萬元窨井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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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及 100 只周轉水表），共約 3000 人、天，但重點在於有窨井後，

後續可持續作長期漏水管理免再開挖、遠端遙讀監控，可節約數

億元不等。 

 

困難與挑戰： 

1. 基層人員反彈：本案提出之初，面臨第一線人員的強大壓

力，絕大多數的人都覺得管障眾多、不可行，然在周員深知，

此為具實務經驗者主觀印象所誤導（如附圖 11），管障雖

多，但只要不是平行、重疊，就有可能施作，於是在周員身

體力行及理念堅決下，終成政策，且見成效（2 年已安裝約

154 只），也啟動未來水表輪動管理，以少數水表周轉窨井。 

2. 國外與本土的差異與創新：先進國家窨井內水表，乃作為長

期管理的監控使用（可即時回饋水管破裂資訊），除非損壞，

否則是不拆的，這是因為先進國家的管網漏水率已低、水費

高且採高水壓政策，每個供水區皆可長期獨立封閉，而北水

處預計民國 114 年將漏水率降至 10%以上，目前為減少漏

水，供水壓較低，不適合長期封閉區域管網，故北水處獨具

創新，強化水表反覆拆裝功能與考量水表高周轉之經濟性。 

二、 不鏽鋼管帽： 

本材料為長久之不鏽鋼廢管斷管材料，需考量其耐壓性、耐

蝕性，故本材料研發，歷經 101 年底小額採購試用、102 年北水處

直潭管網訓練場測試水壓 10kgw/cm2（如材料功能測試報告）、103

年 1 月取得專利（如專利證書附件）及 103 年 3.4 月耐腐蝕試驗

合格（如金屬研究中心測試報告），本材料考量耐蝕性採用不鏽鋼

316L 材質，較不鏽鋼管所使用之不鏽鋼 316 更具耐蝕性。 

成本：經評估北水處每年之斷除舊管數約為 1000 處，採購成

本為約為 36 萬元，本案執行人數約 2 人（材料研發、試驗、規範

制定與採購），以少數成本成就長治久安的斷管策略。 

困難與挑戰： 

1. 創意本身：北水處於本產品出現前，有以下主張，（1）鞍

帶分水栓，本身已有球型閥，部份前輩以為這便是最有效

的開關，惟在現場施工之經驗及至北水處直潭管網訓練場

測試水壓 10kgw/cm2（如材料功能測試報告），發現仍可

能漏水；（2）以往國外所採行皆為針對單一廠牌設置之管

帽，但面對國內低價搶標之材料供應市場，必須有萬用的

產品，以茲因應變局，這也是本產品的格局與創新。 

2. 防蝕規範制定：早期設定本管帽採用不鏽鋼 316 材質，但

因焊接後須進行「固融化處理」，以確保抗腐蝕性，惟對

單 1 新零件採「固融化處理」之硬體設備建置成本過高，

不敷成本，經與財團法人金屬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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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建議採焊接後較不須「固融化處理」之不鏽鋼 316L，經

規範制定及送驗後，確認可行。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 ） 成 效 

本案為創新組，係因本案旨在發展完備之漏水長期管理方案，惟

漏水長期管理須待本提案窨井安裝至一定數量規模後，方可反覆

拆裝小區管理表、複評小區漏水復發（目前已裝設窨井約 200 只），

計畫於 105 年後始進行長期管理措施，故效益有短、長期之差異；

另不鏽鋼管帽亦預定 103 年下半年採購發包，而後安裝於現場。 

一. 窨井： 

1. 窨井的 10 年短期效益－與舊有 1 次埋入式比較：10 年節約

4,850 萬元 

基本假設： 

（1） 小區數量：本處轄區分割 1,000 小區，10 年裝設完窨井，

每年 100 區 

（2） 每年小區初、複評數：以 102 年為準，107 處(61 初評、

46 複評)；初評指管網未改善前之漏水率評估、複評為

管網改善完成後之漏水率評估 

（3） 折舊攤提：窨井為預鑄型 RC 結構物，以 50 年提折舊，

每只工料 8 萬元，每年折舊 160 萬 

（4） 管理表購置費用：每只 10 萬，依北水處供水科計畫：102

年購 100 只、4 年後每 2 年購置 20 只，10 年共購置 160

只，共 1600 萬 

（5） 管理表拆裝費用：約 2,300 元/次、處，每年 107*2 處（拆

與移裝各算 1 次，故為 107*2 處），每年約 49 萬 

（6） 1 次埋入裝表：每處 14 萬元、每年裝 61 處(以初評估)，

折舊 854 萬/年 

成本/效益

(萬) 

窨井折

舊 

管理表

購置 

管 理 表

拆、裝費

用 

1 次埋入

式費用 

淨效益 

(10 年) 

每年 -160 -160 -49 +854 +485

10 年 -1,600 -1,600 -490 +8,540 +4,850

 

2. 窨井 11~50 年間長期管理效益－與舊有 1 次埋入式比較：

40 年節約 22,280 萬元 

基本假設： 

（1） 小區數：本處轄區分割 1,000 小區，10 年前已裝完窨井 

（2） 每年小區複評數：若 20 年複評 1000 小區，每年複評 50

小區 

（3） 折舊攤提：窨井為預鑄型 RC 結構物，以 50 年提折舊，

每只工料 8 萬元，每年折舊 1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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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 ） 成 效 

（4） 管理表購置費用：每只 10 萬，依北水處供水科計畫：每

2 年購置 20 只，40 年共購置 400 只，共 4,000 萬 

（5） 管理表拆裝費用：約 2,300 元/次、處，每年 50*2 處，

每年約 23 萬 

（6） 1 次埋入裝表：每處 14 萬元、每年裝設 60 處(含 50 處

複評、10 處初評-前 10 年未完成)，每年折舊 840 萬 

成本/效益

(萬) 

窨井折

舊 

管理表

購置 

管理表

拆、裝

費用 

1 次埋入式

費用 

淨效益 

(10 年) 

每年 -160 -100 -23 +840 +557

40 年(11-50) -6,400 -4,000 -920 +33,600 +22,280

 

3. 奠定北水處漏水長期管理的基礎：在此提案以前，本處無

有效漏水長期管理的作為，透過此模組後續可做到小區內

的永久管控，並可朝向遠端監控、及時回傳資訊的長程目

標進行，寫下本處漏水長期管理史上重要的一頁。 

4. 避免路面重複開挖，影響居民觀感：水表安裝重複開挖馬

路會造成居民觀感不佳，若安裝窨井則可避免重複開挖，

增加本處良好形象。 

5. 提高水表周轉，審計都說讚：102 年審計至本處例行查核，

對此充分利用窨井，提高水表利用率之作法，大表贊同。 

二. 不鏽鋼管帽：不鏽鋼管為現在及未來用戶給水管主流管材，標

準斷管方式更顯重要。 

1. 預計減少漏水量 1,460 萬噸、節約經費 6,430 萬元：北水

處統計每年斷除舊管約 1000 處計（含舊屋接水拆除及管網

更新斷除舊管），若因本管帽之設置，有效斷管不漏水，至

少減少每處每天漏水 1 立方公尺（相當低的預估），則每年

共可減少漏水 365,000 立方公尺，約合水費 2,737,500 元，

若以北水處 40 年之管網汰換週期，可節約漏水費 10,950

萬元，扣除工料費，保守節約 6,430 萬元。本案已移採購，

預定 103 年下半年推行。 

2. 建立一可長可久、值得信賴的不鏽鋼斷管方式：使用原理

簡單可靠，只要接頭能鎖得住直管不漏水，本材料即可使

用、封管後僅餘 2 公分不鏽鋼管帽突出，方便辨識、後續

反覆拆裝重新使用，且各家承商產品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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