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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化 水 資 源 策 略

王藝峰／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組長

陳宜欣／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助理工程司

節約用水  —  我們這一代共同的責任

節約用水　水資源管理關鍵的一哩路

穩定供應質優量足的用水、維護保育水環境及發

展水資源事業是水資源管理主要的任務。在年平均降

雨量高達 2,500 mm的亞熱帶台灣，水資源管理總會以

「開源」作為優先選項。長久以來，我們興建埤塘、

水庫以蓄豐濟枯；運用越域引水以調配區域水資源；

開發地下水以聯合地面水運用；興建海淡廠以降低離

島供水風險。迄今台灣已擁有完善的水利設施，似乎

得以因應豐枯不均的降雨特性，足供質優、量足的水

源，奠定台灣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

然而時代在變，環境生態保護意識漸成為社會重要

價值，興建水庫不易，過去 15年僅新建 2座水庫、更

新改善阿公店水庫、修復因 921地震損毀的石岡壩（圖

1）；都市化快速、人口老化、高科技產業崛起，用水地

區與型態迅速改變（圖 2），常使水資源開發不及，水利

署預估民國 120年高雄、台南、台中、桃園等地供水缺

口可能高達 120萬 CMD。

環境也在變，全球氣候變遷的效應日趨明顯，台

灣水文豐枯頻率加劇（圖 3），今年我們面臨了 67年

來最枯旱的一年 [1]，4萬 3千公頃農地休耕、板新及桃

園供水區實施第三階段供五停二限水措施，116.4萬戶

受影響，實施第二階段減供措施地區則高達 8縣市。

「臺灣面臨限水危機，世界更缺水！在全球水資源問

題最嚴峻的非洲，一口乾淨的水泉，能為當地居民的

生命，帶來超乎想像的全面改變。」[2]，在美國亦何嘗

不是如此，加州的百年大旱，迫使州長下令 [3]減少生

活用水 25%，農業水權人必須自願休耕 1/4或減少取水

25%，才能換取水權展限 [4]。2012年全球水論壇指出

2040年以前，淡水供應量無法滿足全球需求，將拖垮

經濟成長和危及世界糧食安全，恐將成真。 圖 3   氣候變遷讓台灣豐枯震盪加劇

圖 1   台灣水庫建設歷程圖

圖 2   人口產業集中於都會區缺水風險增加



54

節約用水 ─ 我們這一代共同的責任

Vol. 42, No. 3   June 2015  土木水利  第四十二卷  第三期

臺灣水資源政策不能以不變應萬變，必須調整傳

統的「開發與調配」策略，深思「分配與有效管理」

課題。而推動節約用水將是下一個世代水資源政策，

最重要的一哩路。

成效浮現　回顧節水政策二十年

我國節約用水政策肇始於行政院 83年 2月核定的

「節約用水措施」[5]。該措施揭櫫「提高用水效率與效

能」及「健全用水管理與制度」兩項政策總目標，並

明定「效率管理」、「獎勵優惠」、「修訂法令」、「合理

水價」、「教育宣導」五大推動策略（圖 4）。

20年來，政府陸續推動「推動節約用水措施實施

計畫」[6]、「推動節約用水措施第二階段實施計畫」[7]、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 積極推動節約用水計

畫」[8]、「2008年 ~ 2012年積極推動節約用水計畫」[9]

及「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領實施計畫」[10]等施政

計畫。節約用水的政策成效（圖 5）已初步浮現。平均

每人每日用水量由過去最高的 291公升，降至最低 268

公升；省水器材的市占率也由以往 14.5% ~ 68.5%擴大

到 72.5% ~ 86.8%；工業廢水回收率則由 47.7%提高為

69.8%；自來水漏水率（台灣自來水公司及台北自來水

事業處）由 23.68% ~ 26.7% 降低為 18.04% ~ 16.72%。

在 104年的抗旱過程中，水利署更深化執行各項

節水措施，包括發放「愛水節水月家庭作業」，讓中小

學生帶動家庭節水（近 1,700所學校 26,000個班級參

與）；提供「十大省水好習慣」，指導民眾採行省水行

為；推廣愛水節水歌曲及發放節水文宣，提升民眾節

水意識；啟動「水價優惠折扣」，鼓勵民眾省水；訂定

「機關學校部隊抗旱節水行動原則」及「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節水行動獎懲」，要求機關學校

帶頭節水。統計 104年 1 ~ 4月用水，機關學校總用水

量降低 1.86%，文宣下載高達 50萬餘次，節水愛水甚

至成為學生科研的主題 [11]，確實發揮協助抗旱的成效。 

歸零思考　節水常態化政策藍圖

但我們也注意到，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近年來都

在 270公升上下浮動，無法進一步下降。工業區的開

發因為用水問題引發的環評等各項爭議，明顯增加。

在乾旱時期，慣常採用的「以農業支援工業的政策」，

引發用水正義的抗爭，備受挑戰。

下一階段的節約用水推動方向，必須與多元化水

資源政策結合（圖 6），在水資源使用分配結構中（圖

7），扮演合理需求、降低風險及提高使用效率的角

色。現行道德性、志願性的節約用水政策必需調整。

參考澳洲及新加坡 [12,13]強制性的節水政策，我們

歸零思考，以下列思維擘劃「節約用水常態化」政策

藍圖：

 讓節水的角色由因應枯旱的緊急措施，轉型成為建

構永續水資源的常態作為；

 建立強制規範，推動節水三法 — 耗水費徵收、強制

使用省水器材及水再生利用，讓實踐節水成為國民

義務；

 提升用水效率，落實一滴水使用二次，善用大數

據，建立智慧水管理機制；

 政府帶頭行動節水及教育宣導從心態扎根。

節水常態化方案將以「強制使用省水器材」、「提

高產業用水效率」、「建構智慧水管理」、「政府學校部

隊帶頭節水」及「紮根節水教育宣導」五大面向完整

型塑。各項行動措施包括：

圖 4   現階段節約用水推動策略

圖 5   節約用水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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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產業用水效率

(1) 促進工業節水

  • 推動耗水費開徵 

促進廠商投資節水設備、使用再生水並分

攤乾旱移用補償費用，費率採 3級累進，對節水

優異的廠商規劃優待減徵最高 60%。水價合理化

後，自來水之耗水費將融入水價，不致產生重複

課徵問題。

  • 發展再生水資源

以「民國 120年時，再生水供應量達 132萬

噸／日」為目標，推動將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工業用水大戶預

定放流或納管之廢水、生活污水大戶的污水等，

再生處理後符合所需水質標準後再行利用。

  • 加強用水計畫書審查及查核機制 

修正水利法，賦予用水計畫審查法源，並落

實用水計畫書查核作業，除審查時針對區域供水

能力、合理用水需求、回收節水措施時加以把關

外，建立查核機制，合理滾動檢討用水供需。

在自來水系統水源需求大於供給且無跨區或

跨標的調度供水的地區，將要求新增產業用水由

用水單位自行規劃設置海水淡化廠或污（廢）水

再生利用作為主要供水來源。

  • 輔導提升工業用水回收率 

經濟部、科技部與地方政府加強輔導所轄工

業節約用水，協助引進低耗水性製程、水回收循

環再利用、節水技術諮詢輔導及獎勵措施，俾提

昇工業用水回收率至 75%，科學園區製程用水回

收率則應達 85%以上。（執行時依各產業之特性

再細分目標）

  • 預期效益：工業用水民國 110年節水量約 4,000

萬噸、民國 120年節水量約 9千萬噸。民國 120

年新增工業用水使用再生水約 4.8億噸。

(2) 落實農業節水

  • 農田水利會轉型多元化給水事業

目前農業用水水權大部分為農田水利會所

有，未來將配合農糧政策的方向，鼓勵農田水利會

主動採行節水措施，逐步轉型為多元化給水事業。

  • 推廣農業節水技術及落實灌溉渠道漏水改善 

圖 6   多元化水資源政策示意圖

圖 7   未來各主要標的用水分配結構變化

強制使用省水器材

(1) 禁止非省水器材銷售與裝置 

  • 修正自來水法，強制銷售或裝置省水標章馬桶、

洗衣機與感應式小便斗、自閉式水龍頭與感應式

水龍頭等省水器材。

  • 視政府財政狀況（或耗水費開徵進度）與水情需

要，辦理「鼓勵民眾汰換非省水器材獎勵計畫」，

提高省水器材普及率。

  • 預期效益：生活用水年節約水量 630萬噸；民國

110年累積年節水量約 3,500萬噸、民國 120年累

積年節水量約 1億噸。

(2) 推動省水器材分級制（金級及普級）

  • 103年實施省水馬桶分級（普級大號 6公升，金

級 4.8公升），105年起推動洗衣機省水器材分級

（普級洗 1公斤衣服 20公升及金級洗 1公斤衣服

17公升）。

  • 預期效益：110年金級省水器材市占率 40%、民

國 120年金級省水器材市占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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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灌區特性，補助水利會或農民辦理各

種灌溉節水設施（如滴灌、噴灌或管路灌溉）。結

合監測土壤資訊及研究農作物需水規律，實現區

域最佳水份調控。

持續推動「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中長程）計

畫 102至 105年度（第四期）」，補助農田水利會、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共同推動渠道及構造物等

設施更新改善、農地重劃及旱作節水推廣等工作。

  • 推動埤塘再生活化與回歸水運用

推動「埤塘再生活化計畫」，缺水地區更

新、改善或新建埤塘，建立聯合埤塘、水庫及川

流水之區域水資源調度模式，以延長枯水期水庫

運轉時間並充足灌溉水源。

建立「灌區回歸水再利用原則」，由多元化

給水事業供水予其他產業用水人。

  • 擴大黃金廊道節水型農業計畫

參考行政院 102年核定之「黃金廊道農業新

方案暨行動計畫」，以發展低耗水農業、提高農民

收益、提升糧食自給率及促進產業多元發展為目

標，透過設立省水農業生產專區、導入綠能節水

科技與資訊等措施，達成農業節水的效果。

擴大計畫範圍由黃金廊道至全國各農田水利

會轄下地層下陷及水源水量不足區域。

  • 維持掌水工制度或推動智慧水門控制系統 

依據各農田水利會灌區特性，維持恢復掌水

工制度或推動智慧水門控制系統，提升灌溉用水

效率。

  • 預期效益：每年可減少灌溉渠道滲漏量 2.5億噸。

(3) 推動海綿台灣基地保水措施

  • 研修建築技術規範 

為推動建築物雨水貯留，供生活次級用水

使用，內政部於建築技術規範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316條規定，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築物，

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大於用水量 4%。未來將進一

步推動修正，規範 6,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築

物均須設置雨水貯留設施。

  • 訂定基地保水或雨水貯留自治規章 

建築物貯留之雨水可減少都市洪災，且可供

生活次級用水使用，如沖廁、澆灌與不與人體接

觸相關用水，有利於節水。目前台北市（基地開

發雨水逕流量標準）、新北市（都市計畫）及台南

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均已訂有雨水貯留相關

自治規章。將推動各地方政府比照訂定。

建構智慧有效的水管理

(1) 推動水價合理化 

近期將成立推動水價統一作業平台，研商與檢

討「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依據檢討成果，啟

動合理水價規劃，研議 –統水價調整方案。

(2) 枯水期自來水常態減壓供水

  • 修正「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枯水期

夜間常態減壓供水。

  • 預期成效：每年枯水期節水量約 1 ~ 2%，約 3千

萬噸水量。

(3) 常態辦理「自來水節約用水優惠獎勵措施」

  • 每年 11月至 4月常態辦理自來水節約用水優惠獎

勵措施。

  • 預期成效：每年枯水期節約 1%用水量，約 2千

萬噸水量。

(4) 擴大自來水管汰換檢漏 

  • 台灣自來水公司持續執行「降低漏水率計畫（102

至 111年）」，預定於 10年內汰換管線長度 6,000

公里及建置 3,428個分區計量管網。

  •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則將持續推動「供水管網改善

及管理計畫」（95 ~ 114年）。

  • 效益：114年台灣自來水公司漏水率降至 12％以

下、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漏水率降至 10％以下。生

活用水年節水量約 1億噸。

(5) 智慧水管理平台

  • 推動智慧水管理（Smart Water）示範計畫：建構

智慧水管理平台，更新設置智慧化自來水管網及

換裝智慧水表。即時掌握用水情況，據以提升水

壓管理精準度、快速評估自來水管網漏水點及降

低有效無計費水量。

  • 預期效益：提高示範地區自來水事業售水率，減

少自來水管爆管事件。

政府學校部隊帶頭節水

(1) 常態實施行政院「機關學校部隊抗旱節水行動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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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年內完成全國機關學校部隊省水器材換裝。

  • 8年內落實全國機關學校部隊生活次級用水均設

置雨水或再生水設施。

  • 預期效益：較 96年節省 12%用水，年節水 1,600

萬噸。降低每人每日用水量 2公升。

(2) 常態實施行政院「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學校節水行動獎懲原則」 

  • 機關學校部隊持續節水，累積成效較 96年節約用

水一定程度以上者，予以獎勵。

  • 機關學校部隊持續節水，累積成效較 96年增加用

水一定程度以上者，予以懲處。

(3) 推動節水城市查核

  • 加強地方政府節水行動之推動，每年辦理節水評

核作業。查核地方節水行動落實情形、節水成效

及抗旱作為。

  • 對表現優異地方政府，由行政院公開表揚。

紮根節水教育宣導

(1) 節水教育：

  • 推動節水知識融入各級學校教材，節水宣導成為

校園及環教常態課程。

  • 每年辦理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節水達人選拔，推

廣全民節約用水教育。

(2)節水宣導：

  • 深化「愛水節水月」宣導活動：每年 3/22 ~ 4/22

定為愛水節水月，4月第 2個週日定為全民節水

日，經濟部與全國各地方政府共同辦理宣導系列

活動。

  • 建立節約用水資訊網站：提供節約用水知識、教

材、影片及文宣等，並成立政府及機關節約用水

資訊專區，定時查填節水相關設備措施之使用情

況。

  • 辦理節約用水環境教育活動：結合地方政府、企

業、NGO團體及學校，推動辦理節約用水環境教

育機構、場域、人員及活動。

我們期待透過節水常態化政策的落實，民國 110

年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家庭、商業及辦公場所用

水）可降至每人每日 250公升；自來水管線漏水率低

於 14%；省水器材市佔率 100%；工業水回收利用率高

於 75%（圖 8）。

節約用水　我們共同的責任

永續、效率、公平的水資源管理，讓個人與家庭

可以享受水帶來的舒適生活；讓產業有能力以水創造夢

想與經濟奇蹟；讓環境得以因水而豐富與多元美麗。

這是我們希望為下一世代的台灣，所描繪的願景。賈

伯斯認為蘋果公司的使命是「把科技變成容易使用的

工具，讓人們藉由這些工具，實現夢想，把世界變得

更美好」[14]。無疑地，節約用水將是台灣水資源願景的

關鍵工具，實現她將是我們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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