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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回首史卷觀古今，縱橫中外論政經；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引入東方古國封疆之

初，國家未獲其利，人民先受其害；美式民主移用臺灣淺盤政壇，亦成朋黨分贓、

膚淺之治；取法英美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革新，亦成財團謀利、政客公器私用之具；

剖析其因，非理論原罪，惟未透其理、衡諸國情調整應變！綜觀我國公營事業變

遷之過程，不難發現即使時空移轉、政權交替，公營事業背後始終隱匿著政治權

力鬥爭與經濟利益交換之幢幢影魅。以此觀點，論述臺北自來水事業處民營化之

利弊，自不可單純地著眼經濟效能與組織效率，實應反視我國政治動態之深層影

響，量身打造方宜。有鑑當局民營化政策觀念莫衷一是，為正本清源，本文擬以

交易成本理論為撰述基礎，針對臺北自來水事業處民營化之市場、管理與政治等

三項交易成本，分別由外部競爭、內部管理與政治影響等不同的角度，持平分析

其經濟效能、組織效率與衍生之社會成本與政治代價，以進一步揭示我國民營化

背後之政治意涵，始適國情民性，辨誤明正。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自來水公用事業兼具資源不可替代、規模經濟、自然獨占、經營永續、民生

必需、報酬率低、外部經濟1等特性，關係國民健康衛生，亦為經濟文明之發展指

標，屬國家重要民生基礎建設，安國立民，不容忽視。水資源建設管理概分取水

水源、原水淨水、管線供水等項，其間涉及土地徵收、水源保護、廠區配置、管

線佈設等鉅額建置成本，除不易自民間籌措外，礙於水價受制、回收無期之慮，

亦不具備民間投資之誘因，若逕由市場機能提供，極易衍生供應不足與資源失衡

                                                 
1 外部經濟係指個體經濟行為有部分利益不歸自己享用，自來水事業所提供之公共給水及工業用

水等，滿足民生及工業生產之需求，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主要為促進經濟繁榮與區域發展等外部

經濟效益，此利益非屬自來水事業單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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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失靈。有鑑於此，各國自來水事業多基於公共利益，由政府籌資興建、營

運，我國亦不例外，臺灣地區自來水供應係分別由臺灣省自來水公司（經濟部管

轄，以下簡稱臺水公司）與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等兩個公營事業負責營運管理，彼

此明確劃分供水轄區，各擁地盤並有不同之水價費率與營業章程，均屬地區性獨

占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兩者營運架構與主要數據彙整如表 1-1。 

 

表 1-1 臺水公司與北水處營運架構表 

比較項目 臺灣省自來水公司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主管機關 經濟部 臺北市政府 

組織屬性 股份有限公司 市營事業 

水價審查機關 經濟部國營會 臺北市議會 

供水範圍 
臺灣地區除北水處供水範圍外，均

屬其供水區域 

臺北市行政轄區全部、臺北縣三

重、新店、永和、中和等縣轄市及

汐止市七個里 

員工數（人） 6,027 1,289 

用戶數（戶） 5,632,866 1,488,600 

平均每度水價（元） 9.5 7.5 

資產總額（千元） 247,755,000 58,358,953 

負債總額（千元） 102,849,000 5,778,682 

盈餘（千元） 24,176,000 52,580,271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自臺水公司與北水處統計資料（民 93.12） 

 

自來水公營事業歷經數十年長期獨占壟斷，外有層層法令束縛與政治干擾，

內有官僚爭功諉過、老化凋零之弊，面對多元需求之今，各方面運作機能已明顯

落於民間企業之後。2002 年更因天候異常，肇致大臺北地區自 1950 年來，首次

實施限水逹四個月之久（2002.3.5~2002.7.5），此舉非但引發輿論之嚴重責難，並

進而衍生政治口水之無謂黨爭，益發突顯了自來水事業陷入政策目標與企業績效

「雙環困境」（catch-22 situation）2之窘態。 

                                                 
2 雙環困境(Catch-22 situation)源自美國作家約瑟夫．海勒所著《catch-22》一書，意指對內方面，

改革者若欲撙節施政成本，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刪除部分施政計畫、裁撤機關、並且精簡員額，

但此舉甚易導致官僚體系抗拒、結構惰性（structure inertia）的拖延，甚至「能忍自安、消極抵制」

的不希罕效應（BOHICA effect）之嘲諷；對外方面，改革者若欲提高服務效能，滿足公民遞昇的

期望需求，則常需增收稅賦、擴大稅基，以寬裕財政預算，增加可用資源，然此舉甚易引發立法

機構的質疑、在野黨派的嚴苛詰難以及一般公民的負面回應（江岷欽、劉坤億合著，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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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公營事業籌設之因，無非基於矯正市場失靈與追求社會福祉而立，然

而，當國家社會進步至一定水準之後，民間資源轉趨茁壯豐富，在民意高漲、縮

減開支、提升服務效能之諸多要求下，各國政府均已體認到公部門長期受法令高

度保護而缺乏競爭能力之事實，經營效率普遍低於民間企業，長期政治干預與公

務怠惰的結果，多數公營事業日久反成財政包袱，為政者被迫重思政府提供服務

之方式，終於在 1980 年由英國掀起了公營事業民營化（Privatization）之一系列

改革運動。 

我國政府為提高公營事業經營績效，亦於民國 85 年由經濟部明訂民營化政

策，其主要目的為：（1）調整政府角色，發揮市場機能（2）開放產業競爭，提

昇資源有效利用。民國 85 年的國家發展會議，更進一步宣示五年內完成公營事

業民營化，惟由於自來水兼具規模經濟與民生必需之特殊性質，行政院公營事業

民營化專案推動小組於第 10 次會議，將臺水公司列為待研究檢討是否於五年內

移轉民營之事業，另將北水處列為五年內不移轉民營之事業，並由主管機關到期

後另行檢討是否民營化。另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亦於 87.2.4第 909次委員會作

成自來水事業維持公營型態，五年內暫不民營化之決議。是項決議業於民國 92

年屆滿五年，自來水民營化之檢討本已置案待啟，適逢民國 93 年敏督利輕颱造

成七二水災，土石流沖垮苗栗鯉魚潭水庫閘門無法供水，間而肇致大臺中地區無

預警分區限水，天災人禍交雜難分，除了民眾痛斥臺水公司官僚老大！臺中市長

胡志強甚至掦言將帶頭向臺水公司訴請國家賠償（台灣日報，民 93.7.10）。綜觀

全省，除前述中部供水不力外，南部尚有水質不佳，河川污染整治之苦，北部則

有停水危機、水價一國兩制等政治攻錯之痛，北、中、南紛擾俱揚，自來水民營

化之議題終於再度被迫搬上了枱面！ 

北水處的供水轄區跨越臺北縣市，負責大臺北地區自來水供應之政策使命，

其命運仍難脫其他公營事業之宿命，終因營運目標多重矛盾、管理者裁量權的官

僚限制、正式與非正式的政治影響、管理者對於控制成本脆弱誘因之代理問題，

導致經營績效每況愈下，近年更因供需飽和、成本上升、水價扭曲、旱災、人員

凋零待退等因素，疲態漸顯。同時亦因翡翠水庫水源位於臺北縣境內，損及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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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權益；另外，同為臺北縣民水價卻一國兩制（臺水公司 9.5元/度、北水處 7.5

元/度）等爭議，也造成臺北縣市執政黨非理性的政治攻訐，使得原本單純的行政

議題，已進而演變成複雜的政治角力，臺北縣政府甚至直接建議中央合併兩個不

同的自來水事業，經濟部水利署署長陳伸賢則稱：「會儘力協調溝通，但其困難

度甚高」（蘋果日報，民 93.7.12）；為一併解決該「企業經營、公共利益、政治操

弄」的多維爭議，臺北市長馬英九日前明白表示：「臺北自來水處將朝民營化的

方向推動」，臺北市政府秘書長陳裕璋則進一步表示：「自來水事業處不是公司組

織，係市府所屬事業單位，故可比照公車處直接二級跳，採取一次到位方式直接

民營化，也可以循序漸進先公司化，再完全民營化」（自由時報，民 92.12.24），

亦有輿論針對水價爭議造成國家競爭力的內耗，表示應檢討自來水是否開放民營

或委外經營以提升經營服務績效（工商時報，民 93.7.14，社論），綜據前述，整

理國內自來水爭議分析如圖 1-1。 

 

 

 

 

 

 

 

 

 

 

 

 

 

 

 

自來水民營化

或委外經營

水源管轄與管制

水價一國二制

政治攻訐

合併爭議

台北縣市執政黨

不同，藉題發揮

北縣國民黨籍

民意代表基於

區域選票考量，
不惜砲打自家人

翡翠水庫管理局

設於台北縣境內

，卻屬台北市政
府管轄，人為的

行政區劃硬是切
割了淡水河流域

生態

水源保護區限制

開發造成當地居民損失

平均水價：
台水公司9.5元／度

北水處7.5元／度
北水處支援台水公司

合約水價5.9元／度
但台水公司轉賣其

供水用戶9.5元／度

價差3.6元／度

台北縣政府建議經濟部
將台水公司與北水處合併 台水公司認為其供水幅

員遼闊,有交叉補貼的政
策需求,堅持北水處規模

較小,應併入台水公司
北水處每年仍有
盈餘繳交市庫，

係市府財源之一

市府反對合併

公營績效不彰

獨占壟斷

官僚老大心態

台水公司與北水處

投資報酬率均不佳

經濟部表示合併

係高難度挑戰

水價調整受制民意機關
，自83年迄今未調整

部分地區自來水
水質長期遭民眾詬病

圖1-1   國內自來水爭議分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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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的角度，普遍認為公營事業民營化主要目的是為了提高經營績效與市

場競爭能力；公共選擇學派即認為官僚體制由於缺乏競爭誘因，加上官僚追求私

利傾向，導致政府資源配置扭曲，呈現預算極大化，而效率卻未能相對提升之弊，

因此反對政府過度干預與獨占，主張解除管制法令，建立市場誘因機制，以自由

競爭替代政府獨占，認為市場機能才是最有效率之資源分配工具；但就在公部門

聚焦「經營效率」之際，卻也造成了「公共價值」效能的失落，道德危機與目標

錯置之情形，更是屢見不鮮。 

十餘年前，北水處供水轄區自來水普及率即已達 99.03%，2005 年初則為

99.49%，普及率的數據顯示大台北地區自來水供需情形，早已達到穩定的高原

期，此外，不論自來水的各類取水、淨水、供水等生產技術，抑或裝表、抄表、

計費等業務技能，實務層次亦早已進入技術成熟的階段。前述經濟層面的各類主

客觀條件，相較先進國家自來水事業大同小異，但是就整體經營效率與效能而

言，我國北水處則仍存有相當的改善空間，國內外自來水事業的淨水技術、生產

成本等條件差異有限，然而國內自來水事業卻未能創造相當比例產出，除了經濟

效率的問題之外，是不是政治上的干擾介入，才是問題的真正核心呢？此乃本文

首先想要釐清的問題－公部門為什麼做不好？ 

新制度經濟學強調最好的制度就是能「極小化交易成本」的制度，舉例而言，

假設一個俱樂部財3可以由政府透過稅收或使用費來提供，或者由私人廠商只收取

使用費提供，倘若該俱樂部財的數量與品質在兩種狀況下都相同，但私人廠商有

較低的交易成本，則私人廠商就是較好的制度，公部門如果只在無適當誘因存在

時才提供服務，就可以節省不少資源。檢視我國多數民營化的結果，實際上政府

大多仍舊擁有約 30%的股權，也就是說，政府依然掌控著民營化後的經營主導

權，在類似這樣無法完全隔絕政治干擾的情形下，私部門是否真的可以解決組織

失靈嗎？此即本文想要釐清的第二個問題是－私部門真的可以做得更好嗎？ 

Todd Sandler（2001）曾言：「即使政策目標崇高也不能保證結果能改善現狀，

                                                 
3 俱樂部財（club goods）係透過使用者付費或會員費，讓成員自願提供與分享某項公共財，如果

在合理的成本範圍內，公共財的排他性是可以實行的，也就是公共財的使用率能夠被偵測，那麼

使用者便可以形成俱樂部共享公共財，例如大學、城市、網際網路、公園、自來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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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不值得推行的政策，很可能因為其制度成本較低，使得它比另一個較有效率

但制度成本較高的政策優先執行，現實世界的政策選擇，很少是經濟學家理想中

的選擇。」現行北水處的治理機制是否就是個現實世界的政策選擇，而非經濟學

家的理想選擇呢？本研究以交易成本理論為分析工具，探討臺北自來水事業處治

理機制之選擇，希望能在北水處民營化政策討論的過程之中，適時地提供中肯客

觀的分析，在自來水事業制度設計上能有些許貢獻，也就是本論文想要問的第三

問題－治理機制如何設計才能做得更好？ 

公營事業受政府相關法規限制束縛與民意機關或政治干預，相關人事任用、

委外項目適法性與招標規定，學術界前輩於各類文刊多有論述。自來水公營事業

現階段分屬經濟部（臺水公司）與台北市政府（北水處）管轄，除主管機關不同

外，另因不同政黨主政，各有其不同的政治盤算。臺水公司連年虧損，奉經濟部

指示，於 93.12.15首度經公開招標委由東昕水務實業公司經營鳯山淨水場，投資

金額新台幣 10億，營運契約 15 年，委外成效尚待驗證，另有合併兩個自來水單

位之輿論，臺水公司屬虧損營運，對合併之議並無特殊意見，但北水處仍屬盈餘

繳庫事業，相關訊息顯示北市府對合併係持反對立場；北市府在民營化趨勢、輿

論要求合併與市庫財政赤字等政治考量下，極可能逕行先將北水處民營化，除了

可及時搶下財源挹注市庫外，亦可避免日後被經濟部合併，遭臺北市議會批評護

產不力。由於上述各類影響，自來水民營化政策勢將複雜難測。Walter（1986）

曾提出一些不宜民營化的情形，摘述如下： 

(一) 有財富分配效果的公共服務或外部效果較強的產業。 

(二) 有長期成本下降，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產業（自然獨占），競爭有時反

而浪費了社會整體的資源。 

(三) 對國家有全盤深遠影響，卻面臨國外強勢競爭之產業。 

(四) 國家發展初期，私部門缺乏人力物力之情形。 

北水處符合上述多項條件，在執政當局「為民營化而民營化」之荒謬思維下，

賤賣國產的同時，民營化真能分擔政府公共責任與維護人民用水權力嗎？是故，

本文要問第四個問題－北水處民營化是個可行方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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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公營事業民營化雖是時勢所趨，惟自來水事業兼具民生基礎建設等政策負

擔，誠如日本公營事業研究學者大島國雄所言：「公營事業應建立在以公共性為

目的和以企業性為手段的認知基礎上，不是互相對立，而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

（轉引自林淑馨，2001），因此除了經濟效益外，其他例如公民權力、社會公平

等多項非經濟面交易成本，恐怕更甚於經濟考量。新制度經濟學提醒我們切莫盲

目追求利潤極大化，制度的選擇與設計涉及合理的經濟決定，其中交易成本是各

種制度安排的關鍵因素，另如 North（1971）所言：「在產生交易成本的各個層面

中，政治過程困於交易成本的情形，要比經濟關係困於交易成本還要嚴重。」在

臺灣政治民粹操弄之下，恐怕政治交易成本的情形，始為吾輩在研究北水處民營

化時，更應深入瞭解、研析之關鍵重點。 

本論文將針對前述四個問題，採用新制度經濟學中交易成本理論為研究之工

具，分別從市場、管理、政治等三種交易成本的角度，深入探討北水處核心價值

與政府的原始責任，評估其民營化之利弊與其治理機制設計，期望能在目前唯經

濟效率是論之情形下，提供多面向的政策思考。 

 

 

第二節 研究流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流程 

綜觀國內外有關公營事業民營化之論述，不乏精彩之作，不論是理論性模型

建構或實務性個案研究，均值得吾人再三研讀、學習，站在前人肩膀拓展個人視

野，對降低個人學問鑽研之交易成本，自有相當助益；本文研究流程區分「確認

主題」、「理論應用」、「歸納分析」與「撰述論文」等四個主要流程，分述如下（如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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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認主題： 

國內民營化論述對象大多為金融、電信等產業，渠等產業本質即偏適於

市場機制，隨經濟發展與競爭壓力，其民營化政策自有其正當性，然而，具

備規模經濟之自來水事業，在水價遭受民意機關箝制的情形下，必須兼顧經

營效率與民生效益等多重政策目標，營運上當然會有兩難之處，職是之故，

研究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政經內涵與後續效應時，自當有別於前述電信、金融

等不同性質之產業，此乃選定北水處民營化為研究主題之趣味所在。同時，

就誠如交易成本理論所指「資訊有價」，礙於作者主客觀條件所限，為避免

分析失據，本文將以北水處為研究焦點，逐步以經濟、管理與政治的不同觀

點分析其民營化之優劣利弊與必須付出的交易成本。 

(二) 理論應用： 

交易成本理論係一門「管理機制的選擇學」，探討北水處民營化利弊得

失，其實就是探討其治理結構如何進行最適設計；因此乃採取交易成本理論

產生動機

資料蒐集
深度訪談

定義問題

發展架構 研究設計

資料分析 詮釋發現

撰述論文

研究目的

圖1-2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

確認主題

理論應用

歸納分析

初步
資料蒐集

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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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撰述基礎，輔以民營化相關理論與國內外成敗案例酌予驗證，另亦期望結

合作者本人任職於北水處多年參與規劃、管理、執行等實務經驗，整合學術

理論與職場實務，研究發展本論文分析架構，並期許有朝一日能夠進一步具

體應用於公營事業（state-owned enterprised），特別是公用事業（utilities）民

營化之各類政策作為。 

(三) 歸納分析： 

相關理論部分係藉助國家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暨網際網路資源，蒐集、

整理、歸納制度經濟學之交易成本理論與國內外民營化等有關文獻，藉助歸

納比較之功夫，釐清渠等核心理念與原始價值，避免目標錯置之情形發生；

實務部分則以參考自來水專業資料為主，先求專業深度，其次，並利用網際

網路蒐集國外自來水事業營運資料，以提升視野廣度。俾以瞭解國內外公民

營自來水業經營現況形成之過程與渠等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效應優劣；另針

對類似個案組織變革等案例，也進行參考研析。逐項針對蒐集到的原始初級

資料與相關次級資料，進行比較、過濾分析，再融入北水處經營特質，以兼

顧本論文之研究深度與廣度。有關針對本文各研究子項之資料取得與驗證方

式（整理如表 1-2）。 

 

表 1-2研究子項資料取得與驗證方式 

項次 研究子項 資料或數據取得方式 驗證方式 

1 費率與獨占定價 

2 契約與特許專營 

3 管制與政策俘虜 

經濟部、國營會、臺北市議會、臺北

市政府、北水處、台水公司、台電等

單位相關規定或文件。 

4 誘因機制設計 

5 人力資源轉型 

6 營運績效評估 

除蒐集上述各單位相關資料外，北水

處內部現行各類績效數據、委外契

約、政策計畫等，均為論述實務依據。

7 政府的價值 

8 利益之競逐 

9 關係人偏好 

蒐集國內外自來水、電力、電信等公

用事業民營化評估內涵、政策議定過

程、經營數據、媒體輿論、社會效應。

本文係研究自來水公用

事業是否適宜民營化，

為聚焦於公用事業民營

化之得失利弊，以國外

自來水、電力、電信等

公用事業民營化結果驗

證論述觀點外，並逐一

針對關係人進行實證訪

談，瞭解渠等意向偏好

以整合政治交易成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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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撰述論文： 

完成研究結果，以學術中立之開放胸襟，撰述客觀完整之學術論述，提

供學術界或政府機構，除經濟效率之外的另項思考。 

二、研究方法 

本論文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主要是為了瞭解北水處組織與其核

心價值，以進一步闡明其民營化利弊，研究方法則採取文獻探討、深度訪談等方

式，歸納整理國內外自來水事業經營型態與民營化之相關資料後，應用交易成本

理論與實務經驗，針對北水處民營化進行個案研究。 

(一)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之目的在於確認有無忽略重要變項，換言之，必須確保以往曾

經被討論過重要因素均已列入思考範圍，俾以發展創見，進一步提升論文效

益，本研究蒐集文獻方法如下： 

1. 國家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資源：檢索主題相關書籍、論文、期刊等，

並根據渠等參考書目及文中引述，進一步擴展相關論述，延伸視野。 

2. 網際網路資源：利用 Internet 搜尋國內外類似公用事業經營情形，

另因公營事業民營化源始於英美，同時為調適中西國情民性，故以

英、美、日、大陸、新加坡為主要參考對象。 

3. 組織紀錄文件：搜集經濟部、國營會、臺北市政府、臺北自來水事

業處、自來水協會、臺灣省自來水公司等單位相關資料。 

4. 員工經驗與專業知識：組織內部各類成員工作經驗、認知、技能等。 

5. 國內外交易成本與民營化相關文獻：包括中英文書籍、期刊、論文、

研究報告等。 

6. 法令規章：國內公營事業相關法令規章、民營化政策、自來水法、

自來水施行細則、營業章程等。 

7. 北水處內部文件與各類資訊系統數據：包括經營政策、管理規定、

用戶申訴、搶修漏水、緊急通報等各類作業流程等；資訊系統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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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水費系統、水質、給水修漏、圖資、供水監控、客服中心等資訊

系統數據。 

8. 報章媒體：北水處客服中心設有媒體剪報機制，每日針對二十餘份

電子、平面等不同媒體，進行剪報整理、掃瞄進內部網站供政策參

考，凡有關自來水、政府動態、勞工訊息、民營化、工程施工等影

響北水處現行經營或潛在影響之新聞訊息，均屬其剪報範圍。 

(二) 深度訪談： 

由於以質化研究方式，透過面對面人員訪談較易獲得所需的資訊，為使

訪談有效率、有效能地順利進行，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事前擬定訪談問題以引導受訪者作答，再依據受訪者回答

內容，進而詢問引伸性的問題以釐清觀點。為深入瞭解北水處民營化各方意

見，俾利驗證論述觀點，訪談內容將以市場、管理與政治等三個交易成本為

主軸，採取開放式與封閉式混合問題交互運用，一則利用開放型問題讓受訪

者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另則藉由封閉型問題確認相關的外顯因素，俾以兼顧

質化分析與量化強度，研究問題與訪談題綱之關聯性。依據作家 Tregoe

（1983）、Zima（1991）與 Egan（1994）提出的半結講性訪談模式（轉引自

莊立民，2004），原則上分為五個步驟進行訪談，分別說明如下： 

1. 探索最近的情況：定義問題與將發生事件、對象、時程等。 

2. 可能的原因或選項：透過歷史事件指出與問題最相關之原因，以及

可能解決方法，瞭解有何改變、理想與實際有何差距。 

3. 確認不正確原因與不利的結果：想辦法瞭解能夠解決問題的原因。 

4. 選擇較為偏好的景象：研究者應描繪比較偏好的景象與欲達之目

標、列舉一些理想的案例。 

5. 規劃預期：研究者蒐集如何形成未來景象的相關建議，確認所需資

源、關鍵事件的時間，以及應包括在內的人員，或是應迴避的人士。 

(三) 有關市場交易成本之問題內容： 

1. 您認為像水費這種公用費率應如何訂定比較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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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若北水處民營化，應如何挑選對象？契約又應注意哪些重點？ 

3. 若北水處民營化，您認為應如何管制較妥？ 

4. 像水費這種公用費率應由政府統籌訂定為宜，您同意嗎？ 

5. 北水處開放民間經營之後，最終會因市場競爭機制，自然取得最大

效益，您同意嗎？ 

6. 由政府設置獨立管制機構，可達到約束民營業者妥善經營自來水之

目標，您同意嗎？ 

(四) 有關管理交易成本之問題內容： 

1. 如果開放民間經營自來水事業，誘因機制如何設計較妥？ 

2. 若北水處民營化，如何安排現有公職人員？技術如何轉移？ 

3. 如何評估自來水事業的營運績效？ 

4. 北水處移由民間特許專營會比公營型態有效率，您同意嗎？ 

5. 北水處民營化後，民眾可得到更好自來水服務，您同意嗎？ 

6. 北水處的經營績效評估，應比照民間企業水準，您同意嗎？ 

(五) 有關政治交易成本之問題內容： 

1. 北水處可否營利？還是應該以完成民生政策為主要目標？必要

時，政府是否應予補助？為什麼？ 

2. 您擔心一旦北水處移轉民營，接手的民營業者可能損及民眾利益

嗎？為什麼？ 

3. 您認為北水處民營化利弊如何？ 

4. 北水處民營化後，高地或偏遠地區的供水可能會受到影響，導致有

損社會公平的情形。 

5. 您會支持北水處民營化嗎？ 

6. 請依據您認為的重要程度，依序排列以下北水處的施政目標：低廉

水價、清淨水質、正常供水、經營效率、公平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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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研究問題與訪談題綱對照表 

項
目 

開放式問題 封閉式問題 

市
場
交
易
成
本 

 您認為公用費率應如何訂定才好

呢？ 

 如果北水處民營化如何挑選民營對

象？契約應注意哪此重點？ 

 若北水處民營化，如何管制較妥？ 

 公用事業費率應由政府統籌訂定為宜，

您同意嗎？ 

 北水處開放民間經營，自然會因市場機

制取得最大效益。 

 由政府設置獨立管制機構，可達到約束

民營自來水之目的，您同意嗎？ 

管
理
交
易
成
本 

 開放民間經營自來水事業，誘因機制

如何設計較妥？ 

 如何安排現有人員較宜？ 

 技術如何轉移？如何評估自來水事

業的績效？ 

 北水處移由民間特許專營會比公營型態

有效率，您同意嗎？ 

 北水處民營化後，民眾可以得到更好自

來水服務品質。 

 北水處的經營績效評估，應比照民間企

業水準，您同意嗎？ 

政
治
交
易
成
本 

 北水處可否營利？還是應該以民生

政策為主要目標？必要時，政府是否

應予補助？為什麼？ 

 您擔心一旦北水處移轉民營，接手的

民間公司可能損及民眾利益嗎？為

什麼？ 

 您認為北水處民營化利弊如何？ 

 北水處民營化後，偏遠地區或山區高地

的供水可能會因為成本問題而遭受影響

嗎？ 

 您會支持北水處民營化嗎？ 

 請依重要性，依序排列以下北水處的施

政目標：低廉水價、清淨水質、正常供

水、經營效率、公平普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 受限於作者個人時間、人力物力等條件，原則上，訪談係以北水處民營

化深切相關之五類關係人為主要對象，雖然訪談對象不多，但只要訪談

內容的深度及廣度足以掌握受訪樣本之資訊，訪談對象的多寡對於研究

結果並不會有太大的影響（范麗娟，1994）。而楊國樞（1997）也認為

群體的各個單位愈是相似，即使是較少的樣本仍有其代表性。訪談對象

分述如下（如表 1-4）： 

1. 臺北縣（市）政府民意代表（議員、里長）： 

北水處民營化之政策執行，最終必須通過臺北市議會之同意，是故

瞭解北市民代對此觀點，乃無可避免；另供應北水處水源係位於臺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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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翡翠水庫，其供水轄區亦含括中和、永和、新店、三重、汐止等部

分北縣地區，依據北水處資料顯示，供水品質較差者，多位於臺北縣境

高地與偏遠地帶，此點屢遭北縣民代批評，甚至指責北水處有歧視之

嫌，故瞭解北縣民意代表對北水處民營化之意向，亦屬必需。 

2. 臺北市政府府內相關幕僚單位： 

北水處民營化方案勢必得經過北市府相關幕僚單位審議斟酌同意

後，始能送交臺北市議會列入議程，所以府內意見應列入訪談對象，以

判別臺北市政府策略之走向。 

3.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管理與基層人員： 

北水處民營化影響現行公務員職涯規劃與權益甚鉅，據北水處資料

顯示，其管理高層多屬即將屆退之齡，以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慣例，多

有優退之舉，相較高普考新進年紀較輕、學歷較高者，渠等對北水處民

營化之態度是否呈現兩極？自是本研究不可忽視之處。 

4.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產業工會： 

國內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過程，工會多會站在反對一方，以保護勞

工權益，爭取較優惠之勞工利益，北水處工會是否亦然？惟北水處不過

區區一千餘人，其組織動員能力遠不如中華電信、臺電等規模，北水處

工會對民營化的態度如何？又將如何影響之？自當關切瞭解。 

5.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長期委外承包商： 

北水處屬公有獨占事業，年營業額近 46億，其中土木工程、管線

抽換、水表汰換等經費龐大，其中更因獨占屬性，長期以來，部分委外

承包商寡占壟斷之情勢，隱然世襲成形！渠等對北水處民營化的看法、

將會如何運用政經力量影響政策走向？此亦為本論文寫作之最大興趣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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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訪談對象與目的 

編號 對象類別 人數 訪談目的 

A1-A4 
臺北縣(市)政府 
民意代表(議員、里長) 

縣市議員各 1名（共 2名）
縣市里長各 1名（共 2名）

蒐集縣市民意代表對北水處民營

化之意見，並瞭解縣市觀點異同 

B1-B3 
臺北市政府 
府內相關幕僚單位 

審查北水處相關事項之單

位人員 3名 
蒐集北市府對北水處民營化之政

策走向 

C1-C7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管理、基層或工會人員 

科長以上管理階層 3名 
基層與工會人員 4名 

瞭解組織內部成員與工會對民營

化之態度、立場 

D1-D3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長期委外承包商 

水表、管線、土木、機電等

等長期委外承包商 3名 
蒐集與北水處長期合作之委外承

包商對北水處民營化之意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簡介 

 

一、組織沿革與施政目標 

自來水係國計民生及經濟發展不可或缺之重要資源，北水處創建於民國前 3

年，當時每日出水量 2萬噸，供應 12萬市民飲用，95 年來不斷改善擴充設備，

積極進行長期建設計畫，民國 93 年每日平均出水量為 259萬噸，供水人口達 383

萬人，用戶數 149萬戶，供水普及率為 99.49％（臺北市 99.57%，臺北縣 99.32%），

93 年收入 50億 6,208萬元，支出 45億 5,014萬元，盈餘 5億 1,194萬元，93 年

12 月底資產總額 607 億 4,709 萬元，其中自有資本 524 億 1,768 萬元，負債 83

億 2,941萬元4。 

北水處淨水場每日可處理水量 366.24 萬噸，原水主要取自新店溪，佔總出

水量 97%以上，設有青潭及直潭二取水口。此外尚有雙溪、陽明湧泉、大坑溪及

鹿角坑溪等次要水源，原水透過長興、公館、直潭、雙溪及陽明淨水場之沉澱、

過濾、消毒等程序，生產出符合「臺北市自來水水質標準」的清水，經由清水輸

水幹管及綿密配水系統，將清水分送至各供水區加壓站、配水池，再加壓送至用

戶家中，肩負著大臺北地區日常用水之任務。 

                                                 
4 參見臺北市議會第 9屆第 5次大會《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工作報告》（民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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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營運需要，北水處乃依產、供、銷、建設及其他幕僚體系建置組織架

構。生產科專司水源、水權之取得，並將原水淨化處理為清水；供水科將清水調

配、輸送至自來水用戶；業務科負責整體業務經營運作，及附屬事業創新研發；

監控中心全面掌控水壓狀況及整體施工資訊，以有效調度水量及調節水壓；企劃

科積極引進企業經營新觀念與作法，加強管制考核，以促進各部門工作效率及服

務品質之提升；工程總隊衡酌未來發展與需要，規劃、擴建各項自來水建設工程；

另於供水區內設置東、西、南、北及陽明等五個營業分處，提供用戶第一線便捷、

貼心且專業的自來水服務。此外，為回饋社會、豐富市民精神生活，首創建設「自

來水園區」，於 91 年 8月正式開放，與原有自來水博物館、公館淨水場等，共同

形成具有教育、休閒、親子創意特色的遊憩場所，佔地 17公頃，提供臺北市民

戲水、健行、夜景、古蹟的好去處，並促進公館商圈之繁榮。 

依據北水處外部網站揭示之施政重點計有水資源共享、規劃長程供水建設計

畫、推動供水管網改善、建立節水型城市、提升溫泉品質及管理、維持優良水質、

務實推廣自來水生飲、提供優質創新服務、規劃營造公館至新店溪沿岸休憩園區

等九項施政重點，近年來具體重大施政計畫如下： 

(一) 提升水資源利用率： 

積極執行「供水管網改善中程計畫」，汰換老舊管線，加強報修漏水及

檢測修理，同時推廣節約用水，推動使用節水器材，宣導建立「人均耗能

上限」5觀念，提昇水資源使用效率。 

(二) 建立分區供水系統： 

整合供水管網系統資訊與自來水管線地理資訊系統，管線工程管理全

面電腦化，建立分區計畫性配水運作模式，提高輸配水管線維護投資效益

與運轉效率。 

 

                                                 
5 聯合國環境與貿易會議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UNCTAD)
公佈結合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生態效益指標新綱領，此綱領由 Ciba Sprcialty Chemicals全
球領先應用在其 2003 年最新的環境報告書中。這套生態效益指標綱領說明了提供系統性與一致

性的企業環境績效資訊之方法，尤其是其與財務績效間之關聯性。這套指標兼顧了報告者與財務

報告的使用者兩種角度，涵蓋的項目主要為：耗水、耗能、溫室氣體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和廢

棄物等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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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賡續供應外縣市用水： 

配合「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以新建之原水輸水幹管與直潭第五座

淨水處理設施，及改善後之加壓設備，全力支援 臺北縣板新地區，落實水

資源共享原則。 

(四) 維持優良水質： 

監測水源集水區及堰壩水域各類污染，改善淨水設備效能，加強供水

流程水質管控，提升對特殊水質應變能力，確保供水水質。 

(五) 持續推廣自來水生飲： 

維持穩定水質水壓，健全輸配水管網，加強教育宣導，促使用戶重視

及定期清洗維護住家用水設備，循序漸進推廣自來水生飲，達成現代化城

市重要指標。 

(六) 改善北投溫泉營運系統： 

適當調配水源，健全溫泉管理制度，確保泉溫、泉質及泉量穩定供應，

並兼顧環境保育與溫泉資源永續利用，使北投溫泉成為標竿，展現北投溫

泉新風貌。 

(七) 多元化發展水源地： 

配合市政整合台大校區、公館商圈、自來水園區、新店溪畔河濱公園

及古蹟，設置親水河岸公園、藝術村、游泳湖、藝文表演場所、水資源教

育參觀設施，將公館地區開發成為新興觀光景點。 

(八) 改善陽明山地區供水： 

調撥鹿角坑系統水源，增設山區連通管線，北投第一配水池增設加壓

站及供水管線，增設天母二號加壓站，以平地水源支援行義路、泉源路，

原有泉源系統機動支援溫泉用水，有效解決陽明山高地區供水失衡問題。 

(九) 強化用戶服務： 

加強客服中心軟硬體設施，結合水費系統及圖資系統，利用網路即時協

助用戶繳費、查詢及申辦各項作業，實施「社區抄表方案」，鼓勵民眾參與

公眾事務，同時達到善用社會資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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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繼續推動小區計量漏水改善： 

依據 92 年小區計量漏水改善試驗成果繼續推動，檢討得失因素，作為

94 年起執行長程管網改善的參考。 

 

北水處供水轄區除涵蓋臺北市全部行政區及臺北縣所轄三重、中和、永和、

新店 4市及汐止市 7個里外，並在三重、中和、板橋、蘆洲、淡水、關渡及汐止

等地，與臺來水公司之管網連通，支援轄區外地區民生用水，每日約 20餘萬噸，

目前為北臺灣最大公共給水系統，另配合經濟部水利署推動板新地區供水改善第

一期計畫，耗資 6億 7,800萬元之直潭淨水場第五座淨水設施已於 93 年 5月底

提前完工後，支援水量最高可達每日 53萬噸，將視臺水公司的實際需求增加支

援水量，支援範圍擴及淡水、汐止、板橋、蘆洲、新莊、泰山、五股、八里、土

城等地區（如圖 1-3）。台水公司與北水處供水管網的轄區範圍，自其歷史分治

之演進背景，相信當初政府規劃或自來水專業前輩們，誰也無法料到「行政區」

與「供水區」不一致的劃分規則，竟然會造成日後臺北縣市執政當局之無謂黨爭，

而水價一國兩制亦成了民眾長期之詬病話題。 

 

 

 

 

 

 

 

 

 

 

 

圖 1-3 北水處供水範圍（資料來源：北水處 94 年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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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水處水源主要取自新店溪之四處水源：直潭、青潭、士林雙溪、陽明山

北投等水源，其中 97%以上水量取自直潭、青潭兩處。另設長興、公館、直潭、

雙溪、陽明等五處淨水場，各淨水場每日處理水量如表 1-5。 

表 1-5 北水處各淨水場處理水量統計表 

淨水場 每日處理水量(萬噸) 

長興淨水場 46.7 

公館淨水場 42 

直潭淨水場 270 

雙溪淨水場 2.4 

陽明淨水場 5.14 

合      計 366.24 

              資料來源：北水處 94 年統計資料 

北水處組織架構係依據臺北市政府組織規程 17 條設立，分別按照生產、供

水、行銷、建設及其他幕僚體系建置組織架構如下： 

(一) 生產科：掌理水源出水設備之操作維護管理及水量調配等事項。 

(二) 供水科：掌理輸配水設備之維護管理及改善擴充之擬議、水壓調整、

漏水檢測、修漏之督導及用水設備之審查等事項。 

(三) 業務科：掌理營業之策劃及督導、水表管理、違章用水之查處、水費

計算、開單及機關收費等事項。 

(四) 企劃科：掌理中長程計畫之編訂、經營合理化之研究、管理制度之設

計、研考業務之進行、自來水法規之研擬等事項。 

(五) 財務科：掌理資金籌措、財務收支調度、水價擬定、財產管理、水權

申請及出納等事項。 

(六) 物料科：掌理物料之請購、收發、儲運及呆廢料處理等事項。 

(七) 總務科：掌理文書印信、事務管理、公共關係及非屬其他各單位事項。 

(八) 資訊室：掌理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及協調審查、進出資料之管制、硬

軟體設備之租購、設置及管理等事項。 

(九) 勞工安全衛生室：掌理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之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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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水質中心：掌理水質管理控制、維持供水品質等事項。 

(十一) 監控中心：監控供水系統各類資訊。 

(十二) 會計室：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十三) 人事室：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十四) 政風室：依法辦理政風業務事項。 

(十五) 營業分處：用戶服務、抄表收費、給水業務及檢修漏等第一線作業。 

(十六) 工程總隊：掌理水源及供水設施之擴充及改良。 

二、經營概況與相關數據 

(一) 獨占保護與相關法令： 

北水處主要係依據自來水法第 2 條：「自來水事業之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水利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供水區域涉及二個以上行政區域之自來水事業，以其上一級之主管機關為

主管機關。」、第 6 條：「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為建設管理及監督自來

水事業，得專設機構。」、第 19條：「本法所稱自來水事業專營權，係指

經主管機關核准，於特定供水區域內，經營自來水事業之權等法令。」等

法令，受到獨占保護。並依據自來水法施行細則、自來水法臺北市施行細

則與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執行職權。 

(二) 水價費率與水費收入： 

水價費率係依據自來水法第 59條：「自來水價之訂定，應考量自來水

供應品質，以水費收入抵償其所需成本，並獲得合理之利潤。其計算公式

及詳細項目，由主管機關訂定；其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訂定者，

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自來水事業依前項規定擬定水價詳細項目或

調整水費，應申請主管核定之；其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者，

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一項合理利潤，應以投資之公平價值，並參酌

當地通行利率、利潤訂定。」與第 60條：「中央主管機關應成立水價評議

委員會，委員會由政府機關、學者專家、消費者團體等各界公正人士組成，

負責水費之調整，其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等法令訂定，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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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北水處之水價費率變更必須通過市府與市議會之審核，是項費率（即

現行水價）自民國 83 年 3月起實施迄今，其計算公式如下： 

 

 

 

 

水費收入係與計費水量成正比，所謂計費水量係配水量扣除消防用

水、合理表差、核減水量及未查獲竊水等之水量，由近十年配水量、計費

水量、水費收入變動數據得知（如表 1-6），北水處近十年水費收入已邁入

平穩高原期。 

 
表 1-6  配水量、計費水量與水費收入變動表 

項目 84 年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89 年 90 年 91 年 92 年 93 年 

配水量 

(千 m3) 
896,421 908,398 866,057 883,929 971,650 1,102,096 1,074,666 952,217 945,933 947,819

計費水量 

(千 m3) 
544,859 570,698 543,391 560,656 565,811 573,659 582,443 560,105 575,751 587,453

水費收入 

(萬元) 
409,431 435,598 422,364 437,724 444,409 449,022 459,386 445,947 459,651 468,314

資料來源：北水處 94.4統計資料 

 

(三) 供水普及率： 

供水區域內用水人口佔總人口之比率稱之為普及率，由於用水人口近

乎飽和，普及率已高達 99.49%，而且亦呈穩定高原期，給水普及率與每人

每日平均用水量變動表如下（表 1-7）： 

 

表 1-7  給水普及率與每人每日平均用水量變動表 

項目 84 年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89 年 90 年 91 年 92 年 93 年

每人每日 

用水量(公升) 
359 356 358 364 369 373 375 348 342 346 

普及率 (%) 99.14 99.14 99.42 99.43 99.44 99.44 99.44 99.49 99.49 99.49

資料來源：北水處 94.4統計資料 

 

                  營運費＋維護費＋折舊費＋財務支出＋投資報酬（元） 
平均單位水價 ＝  

               售水量（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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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力資源： 

依據北水處 92 年統計年報記載（93.9出版），該處迄 92 年底共計 1,290

人，較編制員額 1,718人減少 428人，教育程度以大專以上 626人居多，佔

77.96%；平均年齡 45.79 歲，集中分布於 35-54 之間，其中以 45-49 歲 140

人最多，佔 17.43%；服務年資平均為 19.33 年，其中以 30 年以上 191人最

多，佔 23.79%，顯示未來 5-10 年期間，將有 1~2成左右資深人員退休，其

中包括經營高層與不少中高階管理人員，對北水處未來業務推動勢必會有影

響效應。 

(五) 北水處近 5 年經營績效概況比較表如下（表 1-8）： 

 
表 1-8 北水處近五年經營績效概況比較 

資料來源：北水處 94.4 統計資料 

93 年較 92 年 
項 目 單位 民 89 年 民 90 年 民 91 年 民 92 年 民 93 年

增減數 成長率(%)

設備利用率 % 92.65 90.82 80.47 80.14 70.71 -9.43 - 

配水量 千ｍ3 1,102,096 1,074,666 952,217 945,933 947,819 1,886.00 0.20 

計費水量 千ｍ3 573,659 582,443 560,105 575,751 587,453 11,702.00 2.03 

售水率 % 52.05 54.20 58.82 60.87 61.98 1.11 -  

水籍戶數 戶 1,443,835 1,455,238 1,469,476 1,480,915 1,491,936 11,021.00 0.74 

輸配水管 公里 3,584 3,616 3,569 3,358 3,488 130.00 3.87 

用水人口數 人 3,822,850 3,821,074 3,836,999 3,831,759 3,833,875 2116.00 0.06 

職工人數 人 1,270 1,306 1,288 1,290 1,240 -50.00 -3.88 

給水收入 千元 4,490,220 4,593,861 4,459,474 4,596,511 4,683,143 86,632.00 1.88 

每戶每月水費 元 265.86 266.48 250.38 248.85 250.20 1.35 0.54 

每職工售水量 ｍ3 451,700 445,974 434,864 446,318 473,752 27,434.00 6.15 

每職工用戶數 戶 1,137 1,114 1,141 1,148 1,203 55.00 4.79 

每職工銷售額 元 3,676,310 3,701,475 3,563,339 3,667,688 3,889,929 222,241.00 6.06 

每職工獲利額 元 139,075 406,573 243,594 424,337 412,857 -11,480.00 -2.71 

每度售水收入 元 7.827 7.887 7.962 7.984 7.972 -0.01 -0.15 

每度售水成本 元 7.690 7.163 7.475 7.207 7.218 0.01 0.15 

資產總額 千元 33,220,097 33,834,276 59,269,626 60,205,244 60,747,090 541,846.00 0.90 

負債總額 千元 6,037,102 5,752,105 8,492,782 8,472,483 8,329,411 -143,072.00 -1.69 

業主權益 千元 27,182,995 28,082,171 50,776,845 51,732,761 52,417,679 684,918.00 1.32 

盈餘 千元 176,626 520,007 313,749 547,395 511,942 -35,453.00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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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為精簡而有效地瞭解北水處營運概況，特彙整其相關業務關鍵數據如

下（表 1-9），以利綜觀全貌： 

 

表 1-9 業務關鍵數據一覽表 

業務關鍵數據一覽表 (A)  業務關鍵數據一覽表 (B)  

項      目 單位 數量 項      目 單位 數量 

1.配水量 
立方 

公尺 
67,293,340 14.員工人數 人 1,208

 (1)職員 人 7502.自來水生飲場

所位置數  / 生

飲台數量 

處/台 214/1804
 (2)工員 人 458

生     

產 

3.水質即時資訊

站數量 
站 9

人     
事 

15.每員工平均負擔

用戶數 
戶 1,232

4.平均水壓 
kg/ 

cm2 
1.51 16.每月收入 千元 371,914

供 

水 5.輸配水管線長

度 
公尺 3,972,490  (1)給水收入 千元 361,790

6.計費水量 
立方

公尺 
44,588,799  (2)其他營業收入 千元 3,681

7.支援台水公司

水量 

立方

公尺 
4,481,251  (3)營業外收入 千元 6,443

8.扣支援台水水

量後之用水量 

立方

公尺 
40,107,548 17.本月支出 千元 300,284

9.供水區域之總

人口數 
人 3,853,579  (1)給水成本 千元 288,115

10.供水區域用

水人口數 
人 3,833,879  (2)其他營業成本 千元 5,930

11.供水普及率 ％ 99.49  (3)營業外費用 千元 6,239

12.用戶數 戶 1,488,600 18.本月盈餘 千元 71,630

19.資產 千元 58,358,953

20.負債 千元 5,778,682

營                  

業 

13.每人每日平

均用水量 
公升 374

財                                    

務 

21.業主權益 千元 52,580,271

說明：給水成本包括原水、淨水、供水、業務、管理、研究發展、員工訓練及財務支出 

資料來源：北水處網站統計資料（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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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臨困境與未來隱憂 

(一) 高漏水率： 

北水處歷年售水率僅在六成左右6，亦即表示約有四成的水量沒有營業

收入，即使扣除消防用水、合理表差、核減水量及未查獲竊水等水量，其漏

水損失比例相較其他國家自來水事業之營運數據，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這種長期損耗的背後意義，就代表著公營事業經營交易成本無謂的墊高，北

水處目前雖進行多項修漏改善措施，例如加強測漏技術、檢驗水表精準度、

小區計量查漏、獎勵民眾報修漏水等，惟限於人力不足、資金拮据、市場現

有承包商吸納容量不足、公權力不彰、組織文化與資深人員待退心態等因

素，終於肇致了類似英國公營自來水公司的下場，而數十年長期忽視之積弊

包袱，怎可奢望短期立竿見影呢？ 

(二) 高供水風險： 

為確保大臺北地區供水安全性及穩定性，北水處目前正提前規劃直潭第

六座淨水處理設施，評估改善其他淨水場之水處理效能，以多管齊下方式降

低供水風險。 

1. 淨水場備載容量偏低： 

該處水源主要來自新店溪和陽明山兩大水系，其中新店溪水系出水

量約占總量 97%，陽明山水系占 3%，透過直潭、公館、長興、陽明及

雙溪等五座淨水場之淨水設施，將清水輸送至用戶家中。以現有各淨水

場幾乎達滿載之出水能力，雖足堪應付轄區日常用水所需；惟並無歲修

空間。按先進國家在評估供水風險時，常將淨水場之備載能力作為重要

指標。北水處淨水備載能力目前僅為 8%，遠低於先進國家之 50%至

200%，遇颱風豪雨原水濁度升高或淨水設備需進行歲修維護時，實有潛

在供水危機。 

2. 配水池容量不足：  

配水池除可滿足每日尖峰用水量需求，並可應付消防及其他重大意

                                                 
6 91 年平均售水率 58.82%，92 年平均售水率 60.87%，93 年平均售水率 61.98%（資料來源：臺

北自來水事業處 94 年第 2次擴大業務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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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件緊急用水需求，故配水池容量乃為穩定供水之重要指標。該處現

有配水池總容量約為 30萬噸，惟仍與設備規範要求相去尚遠，除將用戶

水池水塔蓄水量納入配水容量外，已規劃新設山區配水池，並研究利用

既有輸配水幹管作為救災配水池及提供緊急維生取水之可行性，從而提

升供水調配能力及安全。 

3. 輸配水幹管缺乏備援性： 

該處現有供水管網之輸配水幹管多數可以相互替代使用，但仍有部

分幹管無替代管線可供備援，一旦停水搶修將造成部分地區缺水，影響

居民生活，已進行檢討規劃五期後續長程計畫，建立相互支援之管網系

統，降低供水風險。 

(三) 高人事成本： 

北水處平均年齡為 45.79歲，服務年資平均為 19.33 年，其中以 30 年以

上 191人最多，佔 23.79%，易言之，約有 1~2成人員坐領高薪待退，其中

尚包括經營高層與不少中高階管理人員，渠等長期政治導向之行為，已然深

深滲透北水處組織文化與營運推展。除此之外，由於北水處政策、人事與預

算受制於臺北市政府與臺北市議會，公營事業薪資待遇本就相較行政機關略

為優渥，自然免不了有一些皇親國戚相互引進，人事關說的壓力甚重；檯面

上雖經政黨輪替，檯面下則是朝野妥協的政治藝術，所謂「看綠非綠，看藍

非藍」的政治詭譎，仍持續影響著北水處組織文化與政策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