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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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科配水股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李鴻利 貢獻度：70％ 

參與提案人：鄭答振 貢獻度：30％ 

提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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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名稱 管巡幫手，便利巡查-建立「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 

提案緣起 

提案動機： 

一、 北水處目前正推動「管線設備巡查計畫」，其中重要輸水幹

線巡查，每月巡查長度約 83km，目的是藉由巡查來降低外單

位施工造成重要輸水幹線遭受挖損的機率，畢竟重要輸水幹

線猶如人的動脈，萬一遭到挖損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大

臺北地區正常供水。 

二、 巡查過程中發生外單位施工時，如何立即知道施工位置是否

會影響到北水處管線呢？若真有影響又要如何正確告訴施

工單位如何避免呢？ 

三、 重要輸水幹線閥類（即管線開關及排氣閥）是供水調配重要

關鍵之一，目前這些閥類共有 384只，而這些閥類可能因外

在因素（施工挖掘、道路銑鋪或堤外泥土覆蓋）而埋没，且

時空變遷，造成需操作時閥類埋没或地形地貌改變找不到而

無法進行供水調配，進而影響大臺北地區用水。 

四、 若巡查人員異動業務交接，或其他非本業務同仁需重要輸水

管線及閥類等相關資訊時，是否有更輕易地上手的方式呢? 

【備註】 

※重要輸水幹線(管線口徑超過 600mm以上，且若遭挖損停水時，

影響用戶數超過萬戶以上者)： 

 1.供給大臺北地區之第一及第二清水幹線。 

  2.連結第一及第二清水幹線之支線：分別為安康支線、中和支

線、公館支線、信義支線、民生支線及松山支線。 

  3.透過加壓站加壓出水或經過加壓站重加旁通供水之輸水管

線：大同加壓站（大直線、北投線）、公館加壓站（三重支線）、

安華加壓站（新店線、安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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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創意來源： 

一、 巡查當下發現外單位施工，要能即刻瞭解北水處管線相關資

訊（管線口徑、位置及深度）以利判斷輸水幹線是否會因施

工而受影響，而且還要能協助施工單位避免挖損到北水處管

線，無非需要藉助某種工具來輔助，畢竟要記住 83 公里的

輸水管線資訊根本不可能，若要將這些書面資料（約有 400

多頁 A3竣工圖）帶在身邊更是個沈重的負擔。 

二、 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但如果要使用到輸水管線上

相關閥類時，若因遭埋没或地形地貌改變而找不到，恐會造

成無法正常供水給用戶而造成市民不方便，故能建立這些閥

類的基本資料的話，可以在需要進行供水調配時能立即掌握

閥類的正確位置及相關資訊，避免操作錯誤而影響到民生用

水。 

三、 如何讓任何人都能隨時掌握 83 公里的重要輸水管線資訊

呢？畢竟這些重要輸水管線好比一個人的動脈，一旦動脈異

常可能會危及到生命，因此避免外單位施工挖損或對它有進

一步瞭解有其必要性。此外，如何讓任何人能立即掌握閥類

的正確位置及相關資訊呢？因這些重要輸水管線上閥類的

操作正確與否，將會對影響供水區域範圍有程度上的差異

（亦即操作錯誤的閥類而使停水的範圍擴大）。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實施方法及過程： 

一、 調閱重要輸水管線竣工圖（含管線平面位置、管件圖及埋設

深度資料），將竣工圖註記係屬何條輸水管線及編碼（參照

照片 1），並掃描該竣工圖作為後續使用。 

照片 1  調閱重要輸水管線竣工圖 

（註記係屬何條輸水管線及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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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二、 至現場搭配閥類圖卡勘察重要輸水管線之現場閥類所在位

置，並在閥類 4個方向拍攝含背景照片，並且自參考點量測

至人孔中心的 X、Y軸距（參照照片 2）。 

照片 2  閥類 4個方向拍攝含背景照片 

三、 參照設備管理系統管線圖、竣工圖及現場閥類位置於 google

地圖上編輯重要輸水管線及閥類位置，並依不同輸水管線而

給予不同顏色以利辨識（參照圖 1）。 

圖 1  「重要輸水管線 google地圖版」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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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四、 將步驟 1掃描之竣工圖及現場拍攝閥類 4個方向照片，與在

google 地圖上所編輯管線及閥類圖示做連結（參照圖 2），

即建立完成「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參照圖 3）。 

 

圖 2  連結閥類 4個方向照片與 google地圖圖示 

  圖 3  「重要輸水管線 google地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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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過程遭遇之困難點：  

一、 多數重要輸水管線完工至今已有 30~40年，在早期沒電腦時

代，多半是手繪方式呈現，保存不易，要調閱所有的竣工圖

是件不容易的事。 

二、 為了使重要輸水管線及閥類能精確呈現在 google 地圖上，

必需親自到現場針對這 83 公里的管線及 384 只閥類現場勘

察，惟誠如前面所述，多數重要輸水管線完工至今已有 30~40

年，再加上地形地貌的改變，要確認這些管線及閥類更是一

項浩大的工程。 

三、 上述過程惟有抱持著一顆『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心情方

能堅持到最後。 

投入成本： 

一、 本提案自行用下班時間辦理，花費將近 3個月的時間調閱竣

工圖，利用 5個月至現場勘察管線及閥類的正確位置，最後

使用 3個月將相關資料標註及連結在 google地圖上 

二、 本提案完全由提案人辦理，毋需委外，亦無投入任何資金，

惟所需的是時間及耐心。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提案藉由 google地圖上標示重要輸水管線及連結相關資訊，建立

「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實際執行後有以下效益： 

1. 便利性 

無論進行重要輸水管線巡查、供水調配、需該管線或閥類

相關資訊時，毋需攜帶書面文件或回程調閱相關資料，只要在

可上網之手機或平板電腦，即可獲得重要輸水管線或閥類相關

資訊。若以每次供水調配或巡查時發現外單位施工，而需回辦
公室調閱資料後再至施工場所，約需花費 2小時，以目前巡查

平均每月有 8 件工程案件會影響到北水處重要輸水管線，故 1

個月可以省下約 16小時交通往返時間。 

2. 即時性 

當巡查時，發現外單位施工時，可透過「重要輸水管線地

圖版」點選該地點之管線即可顯示該管線竣工圖，巡查人員依

該竣工圖現場立即判斷是否影響北水處管線，並可即時與外單

位協調相關預防措施。若重要輸水管線被挖損時，因情況緊

急，但由「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立即掌握挖損屬於那一條重

要輸水管線？影響層面有多大？再搭配閥類資料可立即判斷

需操作那些閥類方可關水，以利後續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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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在辦理閥類巡視時，當該閥類所在位置地形地物改變時，

可於「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上點選該閥類圖示，顯示該閥類

4個方向的照片，即時與現場狀態比對，瞭解閥類是否異常或

可能遭埋没等情形（參照圖 5）。若非屬巡查業務之同仁，亦

可透過「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該閥類 4個方向的照片及 X、

Y軸距，即時且輕易瞭解所欲查詢閥類現場所在位置。 

3. 永續性 

當巡查人員有異動時，需重新瞭解各條重要輸水管線路徑

及確認閥類位置，則交接人員需花費 3個月調閱竣工圖，再利
用 5個月至現場勘察管線及閥類的正確位置，耗時且費工。惟

透過「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只要依圖上所示相關資訊即可

輕易掌握重要輸水管線走向及閥類所在位置，省時便利。 

經由「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閥類資訊，任何人皆可輕易

掌握閥類相關屬性（如現場位置、口徑與係屬那一條輸水管

線）。另在操作閥類時，可透過現場照片顯示閥類及所在背景

X、Y 軸距，精確判斷需操作何處閥類，節省找尋閥類所花費

之時間，不然依往常操作經驗，光找尋閥類(含調閱資料及現

地勘察)就得花上 3~4 天時間，以目前每個月約有 3 件供水調

配案件，故每個月約可省下 9~12天找尋閥類時間。 

4. 正確性 

由於本工具之重要輸水管線及閥類皆是透過親自現場多

次比對，且參照實際位置標註至 google 地圖上（如管線一開

始是沿北上快車道埋設，過了忠孝東路口的下個街口就走向北

上慢車道），故管線及閥類的位置之正確性是較高且值得信任

的。 

相關附件 附件 01_重要輸水管地圖版實際執行成效案例 

聯絡窗口 

姓名：李鴻利 

電話：8733-5713 

Email：fariachang@water.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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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附件_重要輸水管地圖版實際執行成效案例 

案例 1： 

巡查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與環河路交口 

工程內容：新店溪秀朗橋至中安橋右岸環境改善工程 

 

 

 

 

 

 

管巡時發現外單位施工 

經現場瞭解施打 

6m 深鋼軌樁 

利用「重要輸水管線 google

地圖版」點選所在位置 

施工位置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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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該地點之管線即

可顯示該管線竣工圖 

可放大該管線竣工圖瞭解管線

相關資訊，依該資訊顯示可能 

影響北水處管線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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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水利署協商後，請自公路告

示牌往上游約 20m 範圍內， 

改採用淺樁方式施作， 

藉由「重要輸水管線 google 地

圖版」即時查詢， 

當下即可進行判斷，避免北水處

管線遭他單位施工影響轄區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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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案由：第二條清水幹線供水調配 

首要工作：調查封閉管段所需操作之閥類及現況勘察 

有「重要輸水管線地圖版」可查詢需操作那些閥類才能封閉

這管段而無水通過，而這些閥類參照連結資料可立即掌握現

在位置在那，特別在情況緊急時，有此工具可即時瞭解閥類

相關資訊，立即進行操作，避免因花時找尋閥類而延誤漏水

搶修時間。

 

紅色這段第二條清

水管線因漏水需進

行搶修，故需進行關

水作業，首要尋找最

近閥類(圖示 1及 2) 

下一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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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此圖示會分別

顯示閥類 4 個方向

含背景的照片 

依此類推再點選其他閥類圖示即可顯示該閥類 4 個方向含

背景的照片，如此即可輕易至現場操作閥類，而不用再花時

間去調查閥類，到現場還要找尋一般時間，有時還找不到閥

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