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市長 3 年半以來政績
科室

政策名稱

內容說明

影片連結/圖檔

供水科

加速鉛管汰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qlIAcpls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WIRmUpHG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hSTdZLS7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0w51ka_KL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pfc-JYoRU

淨水科

精進淨水技術
嚴控出水水質

104 年起為汰換管網系統內剩餘鉛管，訂定供水管網改善及管
理計畫-鉛管汰換子計畫，預計於 3 年內全數改善完成。依北
水處圖資系統所掌握的臺北市鉛管戶資料 17,714 戶已於 106
年 9 月 30 日提前處理完成(包含改善完成 16,797 戶，拒換用
戶 917 戶)。
104 年 8、9 月北水處分別遭受蘇迪勒及杜鵑颱風等狂風暴雨
侵襲，於新店溪上游降下豪雨，集水區多處崩塌，原水濁度瞬
間暴增，蘇迪勒颱風高達 39,300NTU，造成淨水處理極大困難。
面對氣候急遽變遷，日後可能有相同或更惡劣風災肆虐，亟需
更積極且有效之應變作為。北水處已從多次風災處置過程中汲
取經驗，重新檢討修訂面對高濁度之相關標準作業流程及具體
改善作為，並規劃推動中、長程改善方案，以確保大臺北地區
約 500 萬人口用水安全。另為因應新店溪上游集水區坡地崩
塌、邊坡滑落等災情，造成下游淨水場原水濁度飆升問題，北
巿府已於行政院會建議中央重視新店溪上游集水區保育治理
工作，希望經由中央與地方的合作早日將相關問題解決，讓雙
北市民的用水更有保障。
北水處針對颱風高濁原水採取相關因應措施，說明如下:
一、建構上游偵測預警系統：
建構新店溪水文資訊系統，擷取上游單位雨量、
濁度及流量等資訊，做為取水及淨水處理應變參
考，並於翡翠一號橋下增設「南勢溪濁度偵測系
統」，即時掌握原水濁度變化，可為下游淨水場
爭取約 1 小時應變時間。
二、穩定取水功能：
為強化取水口設施，於攔污柵增設隔欄柵及辦理
耙污機改善作業，並辦理直潭取水口前庭清淤及
蓄水範圍水力排砂作業，確保蓄水範圍有效庫容

新店溪水源水文資訊系統

增設「南勢溪濁度偵測系統」

攔污柵增設隔柵欄及耙污機改善作業

90%以上，以穩定原水取水功能。
三、提升淨水處理能力：
(一)於既有沉砂池增設擋板作為初沉池，使高濁度
原水經緩衝增加沉降，可降低進水處理濁度。
(二)定期汰換前處理設備(包括傾斜管、膠羽機
等)：
1.汰換淨水場傾斜管，增加膠羽顆粒接觸表面
積，於沉澱池快速沉降，恢復至原設計處理
水量，提升沉澱處理效能。
2.更新直潭場第五座膠羽機等設備，提升妥善
率，使膠羽狀況保持最佳化，確保淨水處理
效能，穩定出水品質，恢復正常設計處理容
量。

直潭壩蓄水範圍清淤及水力排砂作業

(三)於沉澱池新設處理能力 170 萬 CMD 刮泥機設
備，增加高濁度原水處理能力，可維持沉澱池
有效體積，確保提升淨水效能。
(四)汰換淨水場淤泥處理設備，直潭場汰換 2 台脫
水機，淤泥處理能力提升 50%，強化淨水場高
濁原水因應能力及淨水處理效能。
四、與翡管局建立放水稀釋機制：
已與翡管局完成訂定「颱風豪雨期間直潭壩原水
高濁度時翡翠水庫配合調整放水機制」，當取水
口濁度達 6,000NTU 以上時，北水處可依本機制
向翡管局請求配合調整放水，以降低原水濁度。
五、辦理高濁度原水應變演練，提升應變能力：
汛期前依修訂「特高濁度原水應變計畫」完成各
淨水場應變演練，加強員工於超高濁度淨水處理
應變能力，以達縮短停復水時間成效。
六、採取多重屏障策略，控制出水品質：

沉砂池增設擋板示意圖

為嚴格管控淨水處理確保水質，北水處除持續進

定期汰換前處理設備

行設備改善提升淨水效能外，並參考先進國家做
法，採用多重屏障策略，確保出水水質安全。同
時自行訂定較「飲用水水質標準」嚴格 10 倍之
內控標準，管控淨水場出水水質，並利用連續偵
測儀器全天候監測，使任何時刻之出水均能符合
「飲用水水質標準」。
多重屏障策略

技術科

直飲推廣

戶外廣設直飲台便利直飲、公私建物建物輔導直飲及配合大
型活動設置行動直飲台宣導直飲，落實環保減塑。

新設沉澱池刮泥設備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3NbuytyuU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aHggptyqH0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ADOJvOvlE
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QqILstYsI
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J-g9XD-M
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JQj69Y3TQ

水質科

水安全計畫推

本處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WHO 公佈飲用水水質準則

動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於全國率先
推動水安全計畫(Water Safety Plan)，藉由評估及管理由水
源至用戶水龍頭各項可能造成水質異常之風險，利用預防性
維護管理之方法，提昇及精進供水水質，近 3 年來共計推動
20 項控制措施，持續為維護自來水供水品質努力。

水質科

水質安全確保

本處以全流程水質管理的精神，除利用以獲得 ISO 27001 資
安認證之線上水質監測系統對從水源到用戶水龍頭的水質作
24 小時連續監測外，並以環保署認證檢驗室針對 139 項水質
參數作嚴密採樣檢驗，為市民用水品質把關，近 3 年來每年
採樣檢驗皆逾 7,000 點次以上，遠超越 WHO 建議值 4,848 點
次，水質合格率 100％，各項水質檢驗結果均符合水質標準，
充分顯示大臺北地區水源及自來水水質安全純淨。

水質科

鉛管用戶飲用
水安全確保

本處於鉛管汰換期間系統性規劃設置供水轄區 97 個代表點及
鉛管分布路段 600 個代表點，進行自來水鉛含量監測，並定
期公布檢測數據，以降低民眾恐慌及提昇民眾知的權利。另
主動與第三公正單位(臺大公衛學院)平行比對檢測，確保檢
測之準確性與公信力。近 3 年來總計完成 4,182 點次，檢測
結果均符合我國、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及日本等先進國家飲
用水水質標準，水質安全無虞。

工程總
隊

完善供水環境備援備載計畫

鉛管檢驗
因應氣候變遷及各類型災害發生所導致供水風險日趨升高等 成直潭壩維護更新工程及直潭第一原水輸水路檢修工
問題，北水處自 95 年推動臺北區自來水第五期建設第二階段 程-閘門更新
給水工程計畫，迄今已具體完成多項工程，提高供水品質及確
保供水安全與穩定，並同時達成提高供水安全性及操作彈性等
目的。
過去 3 年半政績：
原水系統：106 年 4 月完成直潭壩維護更新工程及直潭第一原

水輸水路檢修工程，及 106 年 10 月完成直潭壩進水口下遊右
側護岸及水庫周邊設施更新改善工程，可確保原水供水品質及
直潭壩岸長期安全。
淨水系統：107 年 2 月完成直潭淨水場第一座快濾池設備改善
工程招標，107 年 4 月開工，110 年完工後，可增加快濾池反
洗效率及出水穩定性。
配水系統：105 年 12 月完成關渡線（雙溪口至大度配水池段）
∮2000mm 輸水幹管潛盾統包工程，107 年 5 月完成大度配水池
暨加壓站新建工程，整體可增加北投加壓站之供水備援，滿足
淡海新市鎮、社子島及關渡平原開發用水需求，強化本市自來 直潭壩進水口下遊右側護岸及水庫周邊設施更新改善
水供水系統。
工程-護坡改善

大度配水池加壓站新建工程-完工通水

工程總
隊

翡翠原水管工
程計畫

104 年蘇迪勒颱風後造成上游土石鬆動，使南勢溪原水高濁度 工程預定路線：
情形更為頻繁，導致大臺北地區供水危機，北水處規劃於翡翠
水庫下游北勢溪設堰取水，取水後銜接粗坑頭水路至二原輸水
路引接至直潭淨水場，長度約 2.8 公里，管徑約 4.5 公尺，計
畫取水能量為 270 萬 CMD，預計 111 年 5 月通水。
過去 3 年半政績：
104 年 11 月可行性評估委託技術案發包，105 年 9 月完成可行
性評估，106 年 3 月委設案發包，12 月完成基本設計及環境影
響說明書送審，107 年 5 月召開環評審查會議，目前依審查意
見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中，細部設計成果預計 107 年 5 月底提
出。

工程總

防災地下水井

受地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影響，颱風暴雨、旱災及地震等情形

隊

工程

頻繁發生，臺北市 12 座防災公園均已建置緊急維生取水設

防災地下水井設置位置：

施，提供緊急維生飲用水，至於盥洗、沐浴、清潔及廁所用
水等尚未建置，本處規劃於於 12 座防災公園及 55 所防災學
校或附近鄰里公園設置 72 口地下水井，於緊急防災期間提供
收容人每人每日 110 公升生活雜用水，以健全防災體系，預
計 107 年底完工。
過去 3 年半政績：
105 年 12 月完成規劃設計作業，106 年 5 月陸續完成工程發
包，並完成 32 口防災地下水井設置，目前已累積完成 36 口。

企劃科

創新推動家戶
節水到府服務

台灣地形陡峭，雨下很多但水留不住，每隔 1 到 2 年都會有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j--GAzRco
象發生，氣候變遷使情況更嚴重，因此節約用水一直是市府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u5dcuJGvU&t=9s
續努力的方向。過去主要是靜態的宣導，在 105 年下半年，北
水處創新推出家戶節水到府服務，協助用戶及早發現漏水，杜
絕水資源浪費，因為很多民眾並不知道自己家庭有漏水，而漏
水都是 24 小時在漏，非常浪費水資源；107 年起希望把社區的
力量帶動起來共同響應節水，另針對不喜歡外人進入家中的用
戶，則是透過拍攝影片「如何在家節水 DIY」
，鼓勵用戶在家 DIY
節水。
過去 3 年半政績：

如何在家節水DIY.
avi

105 年 7 月推出，累計至 107 年 5 月已執行 11,329 年，查到
漏水 2,200 件，節省水量約 61.3 萬噸，換算每戶約年節省水
業務科
及技術
科

業務科

費 552 元。
運用智慧水表
物聯網技術快速發展，帶來新的智慧生活型態，臺北市政府
聯網 創新用
已將打造「智慧城市」納入既定政策，而水資源管理是成為
水自主管理
智慧城市的重要指標，為了更有效率做好用水自主管理，就
（104 至 107 年 從推動智慧水表聯網開始做起。主要推動重點包含利用主動

1.智慧水表專區
https://www.water.gov.taipei/cp.aspx?n=2E9B17EF
BF12FB2C
2.智慧水管家平台

推廣智慧水
表）

用水監測，減少大量水資源漏失；用戶自主用水管理，及早
察覺異常用水量；協助業者建構商業模式，讓智慧水表聯網
服務普及居家生活。

https://amr.water.gov.taipei:8080/twdim/
3.新聞稿-首次智慧水表成果分享會 讓您聰明用水
https://www.water.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
n=D68F8002AA8566B7&sms=72544237BBE4C5F6&s=6B6CA
F8A1142C380

減少用戶因內

針對用戶因內線隱蔽不易察覺漏水致用水量突增，及受水價

法規

線隱蔽不易察
覺漏水致水費
負擔過多。
(106 年 5 月)

調漲之用水級距單價調高衝擊，為符合實務需求，減少用戶
負擔並降低水費爭議，修訂地漏核減處理要點。
為符合用戶期待，取利於用戶，用戶發生「漏水當期」改以
「水量突增當期」，「扣除前兩期」抄見平均水量，增訂「或
正常用水連續兩期」抄見平均水量之餘量，核減二分之一。
為降低用戶負擔及抱怨，避免核減水量後之餘量併計水費，

https://twd.water.gov.taipei/www/twdlaw/Scripts
/Query4A.asp?Fcode=A0060001

採跨級距較高單價計費，核減更正後之當期漏水餘量以最低
單價級距計算。

財務科

推動使用者合
理付費

1. 水價調整：
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抑制浪費、技術創新永續經營為原
則，新水價擴大用水差別費率，使耗用愈多者負擔愈高，減
少政府補貼、落實使用者付費概念，增加之收入能作為自來
水事業未來建設經費，改善事業長期舉債投資之財務狀況。
新水價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整體平均調幅 28%。
2. 支援台水清水價格調整
以配合北部地區水資源整體利用及合理反映成本為原則，
支援台水水價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由過去每日 30 萬噸以
下 5.9 元、以上 5.2 元，調整為 38 萬噸以下 5.9 元、以上
3.5 元，水利署並視水情要求台水公司提高向北水處取水之
水量。調價後，支援水量增加，除了確保回收變動成本、縮
短投資回收年限外，亦發揮北臺灣水資源共享之精神。

資訊室

智慧城市-基礎 配合市府智慧城市基礎高速網路建設政策，本處優先採用台灣
高速網路建設
智慧光網網路：
市府規劃零出資達成建設全光纖寬頻網路，預計覆蓋率達到百
(本處配合政策 分之百，連偏遠地區也有 FTTH，打通家戶「最後一哩」，提供
優 先 採 用 台 灣 智慧城市最快速也最先進的基礎高速網路建設。本處配合市府
智慧光網網路) 推動基礎高速網路建設政策，優先採用台灣智慧光網網路，規
劃本處連外網路線路將陸續由中華電信網路改採用台灣智慧
光網網路，提供更優惠、更快速之網路服務。

資訊室

智慧城市-臺北 配合市府推廣「臺北公眾區免費無線上網」，於本處各分處櫃
公 眾 區 免 費 無 檯、客服中心、自來水園區提供 TaipeiFree 無線上網服務：
線上網

市府推廣「臺北公眾區免費無線上網」
，免費提供有上網需求之
民眾，只要能收得 TPE-Free 無線網路訊號的地方，就可以運
(本處各分處櫃 用筆記型電腦 (NB)、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移動式載具無
檯、客服中心、 線上網。本處配合市府政策之推廣，於各分處櫃檯、客服中心、
自 來 水 園 區 提 自來水園區建置無線網路設備，提供民眾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供 TaipeiFree 提升優質用戶服務品質。
無線上網服務)

資訊室

智慧城市-智慧 配合市府智慧城市政策，建置「電子自動讀表智慧化管理」系
水表
統，提供加值服務應用：
(1) 系統提供儀表板、即時狀態及統計圖表顯示目前智慧水表
各項相關關鍵數據予水處人員查看，並提供自動成案功能
列管異常水栓，由水處聯繫瞭解用戶用水設備及用水習
慣，研判可能的異常原因，並提出建議處理方案，以利用
戶改善與因應。
(2) 提供用戶使用電腦、平板或智慧型手機瀏覽智慧水管家網
頁，查詢用水情形包含日用水趨勢圖、用水量查詢及歷史
曲線圖，並提供用水指針查詢、用水記事、體檢卡、警示
提醒…等功能，達到用水自主管理效果，發揮智慧水表對
居家水資源管理的效益。

資訊室

智慧城市-智慧 1.
支付
(1)
(本處配合擴增
繳費管道)

積極參與市府智慧支付平台，建置第三方支付繳水費管 1. 積極參與市府智慧支付平台，建置第三方支付繳水
道：
費管道：
本處參與市府「智慧支付平台繳費」專案，自 106 年 6 月 (1) 平台架構
25 日起提供市民使用第三方支付方式繳納水費，提供市
民免出門，即可 24 小時隨時查詢、繳水費之便利性，且
繳費後即時銷帳，避免銷帳時間落差，符合社會繳費趨勢，

有效提升用戶服務品質。
(2) 目前本處合作支付業者計 6 家，預估 1 年代收件數為
21,000 件，金額高達 1,100 萬元。經市府 107 年度第二次
招商後，本處合作支付業者將擴增為 14 家，增加用戶使
用第三方支付之多元性。
(3) 市府智慧支付平台整合北市各項公共費用，不僅提供市民

2.

透過同一管道即可繳納多項費用及不同水號併單繳納之
便利性，亦整合不同費用之代收手續費，107 年新案將代
收手續費由每件 2.5 元調降為 2 元，將可降低手續費支 (2) 106 年 6 月 25 日上線記者會
出。
與票交所 eFCS（金融代收即時服務系統）合作新增整合性
平台代收水費：

(1) 為整合各項費用及銀行業者，透過共享經濟，擴大繳費通
路、便利民眾，票交所建置 eFCS 整合性平台，提供民眾使
用平台繳納多項費用（包含本處水費）
。繳費方式包括提供

用戶條碼繳費(首創行動裝置掃水單條碼)及即查即繳等
方式，並由用戶透過票交所合作行庫之帳戶扣款。
(2) 平台保有擴充性，未來可以結合不同銀行業者之繳費平台
進行系統介接，將可藉此擴大繳費通路，提供更多元繳費
方式之選擇。
3.

2.

與與票交所 eFCS（金融代收即時服務系統）合作新
增整合性平台代收水費：

新增臨櫃刷信用卡繳水費服務

(1) 為擴大便民服務，本處加入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之「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自 107 年 2 月 6 日起提
供民眾臨櫃刷信用卡繳納水費服務，使用數逐月增加，截
至 107 年 5 月 21 日，繳費件數計 1,254 件，金額計
2,997,941 元。
(2) 本處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包含裝機費、設備租用費、簽帳
單相關耗材費、教育訓練費、服務手續費等）
；用戶依選擇
使用之信用卡，支付 0 至 20 元之手續費予發卡機構，惟
目前合作之 32 家金融機構均免手續費。
3. 新增臨櫃刷信用卡繳水費服務
(1) 安裝刷卡機

(2) 教育訓練

(3) 宣導

陽明分

開 放 新 北 投 硫 1. 溫泉水資源開放申請，滿足用戶需求，提升新北投溫泉區觀

處

磺谷、地熱谷溫
泉新設申請

光產業發展；合理反映水價，提升服務品質，達溫泉經營損
益平衡：
新北投地區因溫泉觀光產業呈現旅遊、泡湯人口快速增加，
統計新北投捷運站出站總人次顯示：95 年為 105 萬人次，
105 年增加至 268 萬人次，溫泉區需求水量亦相對增加。為
利新北投溫泉區溫泉產業整體發展之需求，北水處就有限
之溫泉資源做最有效益之規劃與利用，106 年底開放新北投
白磺、青磺溫泉申請 850CMD (前開放申請係於 88 年開放白
磺溫泉及 99 年開放青磺溫泉)，此部分溫泉開放，不僅滿
足用戶需求，亦帶動新北投溫泉區觀光產業發展；此外，為
提升溫泉服務品質，本水處逐年辦理溫泉設備更新及擴充，
因營運費自民 78 年歷經 28 年未調整，經統計 100 年至 105
年累計虧損達 1.33 億元。為反映營運成本及促進溫泉保育 106 年 12 月 20 日新北投硫磺谷、地熱谷溫泉新設申請
與永續利用，溫泉水費分二階段調整，以達平衡損益為原 核供分配暨抽籤作業
則。
2. 開放申請創新佐助機制：
(1) 溫泉標章納入營業用戶優先核供條件，以配合本府施
政策略，加以管理溫泉業者之品質。
(2) 未依核供量足額繳保證金者取消資格，藉以遏止胡亂
申請水量影響他人權益之情勢。
(3) 當申請者存有取消或資格不符時，建立遞補機制，得

以充分將預計開放之量全數供給。
3. 實施多元溫泉供水方案:
(1) 分時供水(首創)：普通用戶 6 小時與 12 小時分時供
水配套措施，為增進用戶使用效益及管理，每日可再
依前述分時方式，選擇分開 2 時段供應，6 小時類型
得選擇各 3 小時，12 小時類型得選擇各 6 小時分時供
應方式。
(2) 中止用水：用戶每年得辦理暫停 4 個月，中止期間溫
泉使用費免計。
分時供應開關組安裝、勘查維護情形
陽明分
處

成 立 行 義 路 溫 1. 成立行義路溫泉區溫泉取供事業與營運管理：藉由統一管
泉區取供事業
理溫泉資源，溫泉資源保育、露頭保護、管線維護與溫泉區
得以永續經營，所產生之營運效益受惠經濟、環境景觀及泉
源保育三部分：
(1) 經濟效益：提供優質溫泉，秉持總量管制，統一分配
水源規劃，以促進國民健康，刺激休閒型消費產業，
滿足民眾遊憩養生需求，活絡觀光產業與地方繁榮。
(2) 環境景觀效益：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原水及溫泉管線
集中設置管理，改善私接管線凌亂、非法佔用等問題。
(3) 泉源保育效益：建立溫泉統一開發管理機制，防止露
頭惡化及泉源枯竭。
2. 完成溫泉開發許可、取得溫泉水權、取供事業經營許可：
(1) 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
工程 104 年 10 月 12 日開工，並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
竣工。
(2) 106 年 10 月 27 日本府產業發展局核發開發完成證
明。
(3) 107 年 1 月 29 日本府產業發展局核准經營許可。
3. 輔導既有業者合法申請溫泉：

行義路溫泉取供相關設備

(1) 107 年 2 月 8 日函頒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因應行義路溫
泉區既有使用者管理要點。
(2) 107 年 2 月 26 日公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07 年行義
路溫泉區既有使用者開放溫泉新設申請作業及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附設溫泉使用費價格表(行義路溫泉
區)。
(3) 至 107 年 4 月底，共 9 案(合計 11 家)既有業者達都 溫泉生成翠綠色類青磺
市計畫公展階段。北水處業於 107 年 5 月 14 日邀集
上述達公展之既有業者，召開開放行義路溫泉區既有
使用者溫泉申請說明會，輔導申請提前供水。
4. 後續將協助既有業者取得溫泉標章，保障消費者權益，享受
優質溫泉水服務。

107 年 5 月 14 日辦理溫泉申請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