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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5年度 

提案單位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技術科考工股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林千益 貢獻度：40％ 

參與提案人：廖介廷 貢獻度：20％ 

     時佳麟 貢獻度：20％ 

     黃騰宏 貢獻度：20％ 

提案範圍 

（一）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

策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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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關各機關民情及輿情反映之改進革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提案名稱 以 U化開創工程管理與應用 

提案緣起 

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的蓬勃發展及資訊技術進步，北水處配

合市府推動智慧城市建設，透過普及的通訊設備及網路服務，進

行全時、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工程管理，從辦公室走到工

地，從 PC轉用行動載具，都可無縫接軌；期望經由管理的突破，

使資訊更透明公開，進而確保基礎管線工程建設品質，同時簡化

人員作業，以建構城市永續發展的優勢。提案緣起如下： 

ㄧ、回報作業重複：北水處為配合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於道路

施工時，人員須以市府「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通報」APP進行

通報及回傳停檢點照片，與北水處既有施工通報機制及拍照

作業重複，造成現場人員負擔，需進行作業整併與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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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二、監工無法全程在場督工：監工因施工介面多或內業繁忙，難

全程在場督工，無法隨時掌握個別施工現場狀況，倘施工錯

誤將影響工程品質，後續改正將造成材料浪費並打擾民眾。 

三、廠商資料正確性問題：廠商採人工編製估驗資料，照片選剔

與文書編排費時，所提送資料時有相片錯置、圖文不符情形，

造成機關管考人力耗費、廠商資料訂正時間、紙張等浪費。 

四、現場即時資訊取得需求：為處理管線設備突發狀況，北水處

人員以往需往返駐所調閱圖資，確認開關位置，操作以阻斷

水源，費時耗工且不利於現場狀況之管控；倘水源無法及時

阻斷，將造成水資源的浪費及影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為尋求管理突破，北水處建置施工現地管理工具，記錄並即

時回傳現場照片等，並進行相關系統資料串接，以互動雙向式提

供現場人員所需資訊，以達業務簡化及為民服務最大化。 

壹、實施方法與內容 

一、行動工具（施工資訊現場管理 APP）建置：北水處人員及廠商

透過 APP 可即時取得權管案件清單，進行個別案件通報、照

片蒐集等作業，針對重要案件（1999）並標註警示提醒。 

 

 

 

 

 

 

 

 

 

 

另有版本管控機制，確保系統回傳資料之完整性。主要功能有： 

（一）施工通報：以往現場人員除須以電話向北水處監控中心通

報，尚須再以市府新工處 APP進行通報、停檢點照片回傳，

造成現場人員回報、拍照作業重複。因北水處資料蒐集範

圍較新工處為豐富，透過系統資訊整合，北水處 APP 針對

雙方共通性項目一次性系統回報，簡化人員通報作業，相

關資訊同步至管理系統，提供隨時查詢。 

（二）照片蒐集：北水處工程之工項繁多（約 250個），為使現場

人員簡易操作，直覺選定拍攝照片項目，故將現場蒐集照

片歸納為 4 大類（準備作業、施工作業、回填作業、路面

修復）計 64個子項目，並於拍照後即上傳回報，以減輕系

統傳輸負擔，並使管理人員即時掌握現場最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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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三）閥類操作通報：制水閥之功能係用於調節或停止水流，以

利管線設備操作維護及自來水調配，宛如家庭內的水龍

頭。傳統採現場人員以電話向監控中心回報操作情形，人

員再轉鍵系統，電話傳遞及人工輸入潛在資訊錯誤風險。 

北水處 APP提供通報閥類開（啟）、關

（閉）功能，現場人員可直接掃描閥

箱蓋背面之銘牌 QR Code，即能進行

後續閥類啟、閉通報作業。 

此外，系統提供閥類檢核、警示等智慧功能。 

1、重要閥類警示：重要閥類係指加壓站、配水池進出水之控

制閥等，因影響供水甚鉅，未經許可不得操作，故 APP 不

提供此類閥之系統通報，當進行此類閥通報時，系統將警

示提醒人員聯絡監控中心，使機關掌握最關鍵訊息。 

2、閥類操作檢查：當現場人員透過 APP 申報案件完工時，系

統將檢查是否將通報關閉之閥類全數恢復開啟，並提供未

開啟之閥類清單，以提醒現場人員於收工時，應將閥類恢

復至原開啟狀態，保持供水管網的通暢與健全。 

 

 

 

 

 

 

 

 

 

（四）圖資查詢：導入北水處 GIS 管線圖台，提供包含道路、門

牌等定位及設備屬性查詢功能。人員可隨時覽視所在位置

之管線圖資，如有調閱竣工圖需要，可經由點擊圖面管線

提出申請，系統進行身分判別後開放檢視，確保圖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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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五）停水用戶地址即時查詢：針對施工需臨時停水時，透過點

選圖面管線，可即時查詢影響範圍地址資訊及所需關閉之

閥號，輔助現場人員緊急判斷及處理用戶協調及里長通報

事宜，減少無預警停水造成民眾之影響。 

 

 

 

 

 

 

 

 

 

二、施工管理平台建置：前述 APP 為現場回報及照片蒐集工具，

北水處同時建置管理平台，提供案件狀態查詢、瀏覽現場照片

等功能。此外，系統提供案件照片轉置為估驗文件功能，經由

平台選取所需照片，按一個鈕，系統直接轉製為機關訂定格式

之文件，當確認資料正確後，即可透過平台上傳，提供相關人

員審查，最終並納入機關電子檔案櫃保存，提供未來應用。 

 

 

 

 

 

 

 

 

三、北水處網頁提供民眾查詢 

北水處於網站公開施工案件最新狀態及照片，相關蒐集資

訊提供民眾進行查詢，呼應「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施政理念。 

貳、實施過程與困難突破 

一、跨機關及跨科室作業整合 

（一）北市道管中心「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通報系統」資料介接：

為簡化現場人員回報作業，需辦理跨機關系統介接，經多

次拜訪北市道管中心，瞭解其業務運作情形，並表達北水

處系統介接之需要，終獲同意辦理。 

（二）機關內：為使相關人員瞭解整體系統流程與作業，除於系

統開發完成時辦理教育訓練，並召開多次講習與說明會，

使第一線人員可直接輔導廠商使用，簡易處理相關疑問。 

按一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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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二、使用者對既有作業改變之溝通 

由於作業模式變動，使用者須配合調整既有作業習慣，

為降低使用者因陌生而產生排斥與抗拒，於推動期間不定期

辦理檢討會議，彙集使用者問題及建議，適時調整、改善系

統，不斷提升系統操作便利性，讓使用者瞭解系統帶來之便

利以及使用後之優勢。目前已辦理 10 梯次教育訓練或說明

會，約 200餘人次參加。 

參、執行投入成本 

本案從創新構想及系統需求規劃均由北水處辦理，系統建

置成本約 80 萬元，系統開發完成後，機關並自行辦理相關座

談會、講習與訓練，並持續蒐集使用者建議，檢討調整系統。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市長曾說：「喝安全的水是文明社會的基本配備!」，建構更完

整的直飲環境與條件，是北水處努力的方向，所以建置更主動的 U

化施工管理工具，為直飲推動重要過程，執行成效如下： 

一、即時管理 

藉由施工現場資訊的蒐集(包含狀態、照片)，人員經由

管理平台即時掌握最新施工進度，並於遠端進行施工指導，

即時發現及矯正錯誤，有效避免重覆施工所造成的材料耗損

與民眾干擾，解決以往需常駐現場督工，影響人員調度之情

形，為施工管理之重大躍升與突破。成效影響包括： 

（一）北水處 

1、監造單位：隨時掌握現場施工進度與資訊，增進整體施工

品質，提升管理效能，塑造公部門正面形象之無形效益。 

2、監控中心：閥類操作資訊正確性與即時性，掌握供水轄區

自來水配給現況，輔助水壓調控及後續調度管理參考。 

3、施工管考單位：透過通報資料篩選現地查核對象，配合現

場抽查，提升施工品質。 

4、客服人員：即時暸解現場狀況，準確回復民眾詢問施工情

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契約廠商：隨時掌握現場施工進度，增進整體施工品質以

及人員管理與調度。 

二、增進效率 

（一）現場回報：透過系統一次性回報北水處及路權單位所需資

訊，回報作業減半，北水處每年施工案件 20,000餘筆，每

筆減少 3 分鐘回報，全年減少現場人員 1 千小時作業，相

當 4 人全年工時，且避免口耳相傳可能發生之錯誤，作業

減化使現場人員更可專注於施工管理，提升品質及安全。

另透過北水處 APP回報取代傳統電話通報，每年減少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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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監控人員通話時間約 833 小時，相當 5 個月人工時，餘裕

人力可彈性運用於其他業務。(以每年施工案件 20,000件、

電話回報 5通/件[到場回報、開竣工、停復水]、通話時間

30秒/通推估) 

（二）資料整理：系統平台將現場回傳資料依案件、日期及作業

類別，自動編排產製表報，省去人員選剔照片、標註相片

類別所耗費時間，全年可節省人員作業時間 10,000小時，

相當 40人全年工時，且具有統一表報格式之管理優勢。(以

每年施工案件 20,000件，每件結省作業時間 30分鐘計算) 

三、節能環保 

為處理管線設備突發狀況，施工人員以往需往返駐所調

閱圖資，費時且不利於現場災情控制。透過北水處 APP 查詢

管線圖資，可因應臨時狀況需迅速阻斷自來水需要，使水資

源有效節約，並保障市民用水安全。 

系統並進行權限管控及使用記錄，確保圖資正確使用，

同仁隨時隨地運用系統資料庫圖資資訊，超越時空限制，突

破必須進辦公室方能使用系統查詢不便性，提高整體工作效

率，確保各項作業順利推展，並輔助人員即時正確判斷，提

升機關災害控管能力。 

四、資訊透明及資源共享 

整合新工處道路施工挖掘通報 APP，並將蒐集資料於北水

處網站公開施工案件開工、完工狀態，降低施工不便性，預

防違失舞弊，提高外部監督可及性，達成全民督工、透明公

開資訊效益，提供民眾進行查詢，符合「開放政府，全民參

與」施政理念。 

 

最後希望透過本案建置之系統，達成 U 化工程管理之開端，

除了有上述效益外，希望更進一步朝向智慧化管理前進，協助提

升施工品質，進而達成智慧城市以及自來水直飲之目標。 

相關附件 

附件 1：回報作業重複情形示意圖 

附件 2：照片類別整併與對應狀況 

附件 3：行動工具與平台建置成果 

附件 4：困難突破與實施過程 

聯絡窗口 

姓名：林千益 

電話：87335699 

Email：cylin@water.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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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回報作業重複情形示意圖 

  

 

 

 

 

 

  

 

 

 

  

圖 1：市府與北水處傳統回報作業示意圖 

圖 2：現場人員回報作業重複 圖 3：現場人員回報作業簡化(提案) 

 北水 

 APP 

市府伺服器 北水處伺服器 

 市府 

 APP 

市府伺服器 

北水處監控中心 

北水處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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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照片類別整併與對應狀況 

 

 

 

 

 

 

 

圖 4：北水處 APP拍照類別項目整合(250類->64類) 

圖 5：北水處與新工處照片通報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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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動工具與平台建置成果 

圖 8：管線圖資查詢 

圖 9：調閱竣工圖 

 

圖 6：北水處 APP登入畫面 圖 7：案件清單 

(1999紅框標註) 

圖 11：完工回報 

      閥類開啟狀態檢查 

圖 10：重大閥類回報檢查 



 10 

 

 

 

 

 

 

 

 

 

 

 

 

 

 

 

圖 12：管理平台登入頁面 圖 13：使用者所屬工程清單 

圖 15：個案回傳照片即時瀏覽(1) 

圖 16：個案回傳照片即時瀏覽(2) 

 

圖 17：系統轉製統一格式 PDF檔 

 

圖 14：個案清單與即時狀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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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困難突破與實施過程 

 

 

 

 

 

 

 

 

 

 

 

 

 

 

 

 

 

 

 

圖 18：市府新工處同意北水處 APP資訊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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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北水處辦理座談及說明會(3) 

 

圖 20：北水處辦理座談及說明會(2) 

 

 

圖 19：北水處辦理座談及說明會(1) 

 

圖 23：北水處辦理教育訓練 

 

圖 24：施工現場系統使用討論 

 

圖 22：北水處辦理座談及說明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