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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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北區營業分處給水股）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邵功賢  貢獻度：50 ％ 
參與提案人：朱聖心  貢獻度：20 ％ 

林佑鴻  貢獻度：20 ％ 
蘇煥格  貢獻度：10 ％ 

提案範圍 

符合下列受理範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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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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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提案己具體實施，具有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漏水率、降低施工

成本、避免路面重覆施工、增加市民工程參與及提升市府形象之

效益。 

提案名稱 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完成漏水改善最後一哩路 

提案緣起 

一、提案動機 

(一) 水資源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賴以為生的三大要素(陽光、

空氣、水)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因此地處於缺水國家的

臺北市有責任要更加有效率使用稀有的水資源，以使翡

翠水庫的功能澈底發揮，任何會使水資源流失的情況都

需要加以改善，這也是北水處持續在推動自來水管網改

善工程主要目的，以澈底把老舊且有漏水的配水管線與

用戶水表前給水管線進行更新。 

(二) 管網改善工程施工時，常遇到用戶不願意將屋內水表改

至屋外或屋前，致使位於用戶建築下方或屋內之舊有

PVC、PB 或鉛管給水外線無法澈底更新至水表前，使

得此段位於私人土地上的管線無法進行更新，若管線有

破損，除了會有漏水問題浪費水資源外，更嚴重的是會

影響到市民用水的水質安全，進而影響到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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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三) 另一種情況是，當用戶水表由屋內移屋外後，舊有給水
外線變成用戶表後內線而發生漏水案例時有所聞，亦衍
生後續如水費爭議等問題，使市民對於自來水施工及服
務品質有所疑慮。 

(四) 為了解決此段高漏水不確性的管線，水處有許多政策多
管齊下，包含從過去建議用戶自費配合汰換，進而是水
處補助 50%工程費鼓勵汰換，因效果不彰而衍生至今日
水處全面免費幫忙汰換，但仍需要用戶及地主的同意方
能施工，水處因此透過廣發宣傳 DM(附件 1)、宣傳影片
(附件 2)，並在施工前辦理施工說明會(附件 3)向用戶解
釋配合改善的必要性，並定期進行里長拜訪(附件 4)，
期望透過地方的政策溝通，加強用戶配合的意願，其實
成果已有提昇，但仍有近 75%的此類用戶不願意協助，
因此一個更加積極且具同理心的作為必須要被提出。 

(五) 過去不乏測量水表位於用戶屋內之給水外線有無漏水
的方法，例如於屋外接表前水表測漏，或是用空氣壓縮
機打高壓空氣進去測漏(附件 5)，然而實際上當現場施
工遇到用戶不願意配合汰換管線時，在不勉強與造成用
戶不悅的前提下，承商多是依用戶要求直接將舊管留用
銜接，對於這段無法汰換的老舊管線，並沒有利用管網
改善工程實施的同時，加以測漏以確認管線服務情況，
代表現行的測漏方法，除了一些重大事件或針對性的測
漏工作會實施外，並不方便於現場隨時應用，使大家產
生駝鳥心態，就當作沒有漏水或不知道有沒有漏水予以
忽視。珍貴的水資源，仍持續大量地流失，因此，一個
迅速確實的現場立即測漏方法，有其建立的急迫性。 

(六) 另外，若站在市民的角度來思考，正所謂「眼見為憑」，
有時再多的宣導及說明，都不如當場做一次漏水實驗給
用戶看來得效果更好，因此快速而淺顯易懂的現場實
驗，也是推動自來水管網改善更加澈底的一個契機。 

二、創意來源 

(一) 建置便利測漏設備(附件 6) 

讓測漏設備便利使用，以避免嫌麻煩而不願實施的偷懶
心態。人都會有惰性，合乎情理，太複雜的測漏方式，
若突然要測一只水表及用戶管線，光事前準備就要派兩
三個師傅一個去發動空壓機或開啟制水閥、一個配接測
漏管線、一個從旁協助拿取工具及材料，十分不便，新
一代測漏組只要一個人就能夠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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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二) 機動性高隨時應用(附件 7) 

有時突然一下子這邊要測、一下子另一邊要測，或是要

到用戶的家裡面測漏都有可能，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

漏組能走到哪測到哪，用機車運送或人力搬運都不費

工。 

(三) 操作安全簡單，必要時監工可以協助(附件 8) 

工作原理單純，採用水族用小型空氣鋼瓶，跟養魚一

樣，學習簡單，只要有興趣，人人都能上手，必要時監

工亦可從旁協助，無安全疑慮，能十分快速地應用在各

個管網改善工程區域，無技術進入障礙。 

(四) 安靜無噪音(附件 9) 

不像空壓機或發電機等設備，會發出高達 90~96dB(A)
等惱人的噪音，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在運作過程

中完全沒有任何噪音。依噪音工程相關研究指出，人處

於高分貝的環境下，不但溝通會發生障礙，人的理解能

力及判斷能力也會隨著噪音越高而下降，在此環境下對

於向用戶溝通漏水問題與討論如何改善等工作將發生

障礙，會降低用戶配合改善的意願，而且因為很吵，只

希望工程人員趕快離開把門關上。 

(五) 狹窄巷弄或建物內皆可使用(附件 10) 

於防火巷及用戶屋內施工時，因工作空間有限及工程車

輛可及性等問題，常不易進行測漏，或是需拉一條很長

的管線方能實施，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體積小重

量輕，在巷弄施工不會卡卡。 

 

 

 

 

 

 

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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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實施方法及過程(附件 11) 

(一) 以空氣鋼瓶、壓力表、止氣閥、水表、塑膠管及零件等，

組成” 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  

(二) 先將路面管溝內用戶舊有給水管挖出並清理乾淨，並將

給水管切割平整備用。 

(三) 以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件銜接舊有給水管，先通氣確認

此管所對應的用戶水表，確認後將用戶水表表前止水栓

關閉，開始以 1kg/cm2進行管線空氣壓力測漏。因大氣

相對壓力為 0kg/cm2，而管線內相對壓力為 1kg/cm2，因

此若舊有管線有漏水破損(與大氣接觸)，則氣體會從壓

力較高處往低壓處流動，則在關閉氣體供應後，管內壓

力會洩氣到與大氣相對壓力相同之 0kg/cm2，則代表管

線有破損漏水，反之，若管內壓力維持在 1kg/cm2，則

代表無破損漏水。 

(四) 若確認管線無破損漏水時，可當場向用戶報告試驗結

果，除了讓用戶安心，水處也更放心；若確認管線有破

損情況發生時，同樣可當場向用戶報告試驗結果，並現

場重複試驗漏水情況給用戶看，邀請市民一同參與漏水

試驗，使水處鼓勵用戶汰換管線能有所依據，提高政策

推動執行力。 

(五) 這是一個水處、廠商與市民三贏的應用方案，水處防漏

水、廠商省工時、市民增信賴的用心措施。 

(六) 廠商試做：廠商已依本案設計實施試做，初步測試成效

良好可行，後續將修訂本處施工規範，於臺北市全面推

動實施。 

二、投入成本 

(一) 本案所需資源包含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設備一組，一組

建置費用約新臺幣 3,000~4,000 元，設備包含水族用空

氣鋼瓶(lL)約 1,500 元(零售價)、壓力調節表約 1,000 元

(零售價)、表前止氣閥及塑膠管線等約 500 元(零售價)。 

(二) 空氣鋼瓶可灌 60kg/cm2 之高壓空氣，灌滿一瓶約可測

30 只以上舊有管線及水表，可至任一氣體行充填，充填

一次新臺幣 100 元(零售價)。 



 5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三) 專利申請：新一代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設備，構想及理

念很簡單，原規劃請本處管線承商直接製作使用，後經

考量本項構想如被廠商先申請專利，未來本處使用將完

全受制於廠商，因此經本處長官建議，由同仁主動向智

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採用此種策略可確保本構想順利推

動，目前已進行專利申請程序中。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 執行成果 

(一) 試驗階段：目前(103 年 7 月)水處有一個管網改善工程

班，配備空氣鋼瓶隨身測漏組設備一組，於北區營業分

處轄區(臺北市大同區及新北市三重區)施作，成效良好。 

(二) 應用階段：初步評估技術可行，成效卓越，將逐步應用

此工程技術至臺北市所有管網改善工程實施，並將此技

術推廣至全台各地使用。 

(三) 針對這些漏水不確定性高之用戶舊有給水管線測漏後

發現，確實仍有許多給水管有漏水事實，而漏水用戶經

協調後已有 72.7%漏水管線改善完妥，剩餘 27.3%之用

戶仍持續協調並追蹤改善進度，成效卓越，達成滴水不

漏使命。(附件 12) 

(四) 專利申請：目前已進行專利申請程序中。 

二、效益說明(附件 13) 

(一) 找回 5 萬人用水量(省 920 萬元/年)僅計原水及淨水成本 

現行給水外線改善部份，在舊有 PVC 或 PB 等應該汰換

為不鏽鋼管至水表前的總數中，約有 1/4 的給水外線無

法澈底汰換，假設本處全年應汰換 10,000 只水表給水外

線，每年就會有約 2,500 只舊有外線無法汰換，實施此

法，可有效大幅降低未改善完全的水栓數，若假設每個

水栓漏水 1CMD，等同於損失 2,500CMD 的水量(每年

約 91 萬噸)，5 年下來就是每年 12,500CMD 的水量(每
年 460 萬噸約 5 萬人用水量)。 

(二) 増加工程效率 85% ，整體效率 5% (省 41 萬元/年) 

因節省工程人力與時間，共可提昇工程效率 85%，整體

效率 5%，除增強工班每日工程進度外，亦可降低整體

工程對於民眾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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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三) 小區售水率向 100%邁進避免重複施工(省 633 萬元/年) 

時常整個小區在進行管網改善時，全區都已完成管線汰

換，但售水率仍然無法達到 90%以上甚至不到 80%，這

類漏水問題多是出現在這些未汰換的給水管之上，因此

利用此法可將管網改善的最後一哩(用戶端)問題一次解

決，將售水率達到 100%避免重複施工。 

(四) 列管給水管漏水點，持續協調不放棄(無形效益) 

此方法最重要的一個功能為，將漏水情況點位化，就算

民眾仍然不願意配合汰管，但我們可以很具體的確認那

一個用戶的管線是有在漏水，配合後續以正式的公文通

知用戶改善等，以利追蹤漏水改善成效。 

(五) 避免水費爭議(無形效益) 

有時用戶配合將水表屋內移屋外，但只有移動水表，使

原有給水外線變成內線，而原有外管線漏水便成用戶內

線漏水，導致爭議或賠償，利用此法可免去爭議處理的

行政程序，亦可讓現場工程順利，用戶安心。 

(六) 市民參與漏水實驗(無形效益) 

操作流程簡單、易懂，藉由現場實測向用戶說明了解，

證實管線漏水乃非迫使用戶水表移出而隨便向其找理

由，實證後可馬上將結果呈現給民眾，增加改管意願。 

(七) C/P 值高達 320 倍(總合效益近 1,600 萬元/年) 

相較於舊有工法，此法容易實施，淺顯易懂，亦可避免

道路重複施工，綜合前述直接與間接、有形與無形效

益，每年可節省近 1,600 萬元的工程及成本費用，相較

於投入成本僅約 5 萬元，是一個投資小效益大的創新方

案，C/P 值高達 320 倍。 

相關附件 

附件 1: 自來水施工宣傳 DM 

附件 2: 自來水施工宣傳影片 

附件 3：辦理施工前施工說明會情形 

附件 4：定期進行里長拜訪 

附件 5：屋外接表前水表與空壓機測漏說明 

附件 6：建置便利測漏設備說明 

附件 7：機動性高隨時應用說明 

附件 8：操作安全簡單，必要時監工可以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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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 9：安靜無噪音說明 

附件 10：狹窄巷弄或建物內皆可使用說明 

附件 11：實施方法說明 

附件 12：執行成果圖說 

附件 13：效益分析說明 
附件 14：與其它測外線漏水方法比較 

聯絡窗口 
姓名：邵功賢 

電話：2100-4102 

Email：r94541135@twd.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