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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自來水營運者為能將管網之水量

予以計量，均會於管網中擇一適當地點

設置流量計。利用人工或遠端監控輸送

流量讀值，然而以現代化設備而言，當

以自動傳輸為流量值，為最佳選項，可

即時監控流量並省去人工抄表之人力

成本支出，但遠端監控傳輸設備之建

置，尚須考量建置點之地點及成本。 

流量計無線傳輸之建置，將以實際

案例說明，目前建置之白馬山莊、東湖

山莊、瓏山林社區三栓流量計設置情

況。而原先建置設計為有線傳輸，面對

無法順利取得申挖路證及未獲社區居

民同意北水處建置監視箱使用地權許

可情況下，改以採無線傳輸流量計之說

明。 

在本研究中，以北水處為例，以建

置傳統有線傳輸流量計為主，並以本研

究中說明流量監控整體架構，何以原先

一直採用有線傳輸方式，而現今卻部份

改採無線傳輸之問題探討。在本研究中

將會說明有線及無線傳輸設備建置成

本之考量和後續維護成本計算等，並比

較其差異成本等過程，進而說明目前使

用情況及相關性比較。 

而現有北水處監控架構中無線傳

輸設備架構和現有原先有線架構仍有

差異，而納入新增之無線設備後，整體

架構之該如何對應及修改一併於此說

明。 

在最後將提出相關建議是否適宜

持續推動無線化設備及未來之擴展

性，納入本次研討內。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管網中，原水經淨水場處理過

後之流入管網之流量計量關係著營運

績效，自來水營運者為能將管網之水量

予以計量，均會於管網中擇一適當地點

設置流量計。佈置於管網中的流 量計

則考量不同流量特性及管徑，採不同種

類的流量計型式來計量，如文氏管、超

音波及電磁式等，用戶端採用葉輪式或

奧多曼式水表等。 

在本研究中之汐止地區白馬山

莊、東湖山莊、瓏山林社區等三處，轄

屬於台灣自來水公司營運之汐止地區

供應區，然而附近並無台水之管線，然

而侷限於行政區域劃分下，由不同單位

經營，惟供水區靠近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供水轄區，較由台水供應為更符合經濟

成本，由台水向北水處買水，再供應其

管轄用戶。 

然而以本研究中之案例地區實際

用量不大，以 100 年 9 月 26 日當日全

天計量為例，白馬山莊 301 CMD、東

湖山莊 50 CMD、瓏山林社區 1578 

CMD。以每日統計量，僅屬於一般用

戶量而已，故近十年以來，均以人工抄

表方式計量，亦為北水處唯有三栓流量



計為人工抄表，未予採自動化計量之地

區。 

自動化抄表自動化抄表自動化抄表自動化抄表 

而人工抄表計量和連線自動化計

量，兩者主要之差異為耗費人工抄錄表

值，而前述三栓，因屬支援量每日須計

量，無法比照一般用戶，採以隔月抄錄

表值，而須每日抄表彙報台水支援量，

相對必須配置一人力負責。 

以人力成本而言，派遣 1 個人力抄

錄表值，理應無可厚非，並足以應付。

然而考量三處地點距離、時程及遇假日

仍須回報正確數值，甚而須額外付出加

班費用，略顯不符經濟效益，特別於人

力遇缺不補情況下。 

尚且派員抄表，總會產生抄表時間

差、抄表值正確性及彙整回報正確度

等，甚至產生其他問題，如抄表員是否

落實到場抄表、亦曾發生抄表人員於抄

表途中發生交通意外受傷等種種問題。 

然而最大的問題非每日抄表值回

報及人員問題，而是緊急情況下不易掌

控管網末端之瞬時流量，特別是乾旱季

節時，主控管網分區調配供水時，管線

末端所傳回之正確出水量及壓力，影響

整體供水調配正確性，然而管末端不可

能隨時派員站崗回報，而自動化抄表可

彌補此項問題，所以建置流量計監視箱

是必要的。 

傳統流量計監視箱傳統流量計監視箱傳統流量計監視箱傳統流量計監視箱 

達到自動抄表功能，建置建置流量

計監視箱，理論上不難，僅要將監視箱

設備置於現場併申請用電、電信，利用

數據專線，取流量計訊號，將流量傳訊

器計量值傳回。然而箱體大小約為

1.0(W)*0.7(L) *1.8 (H) 於現場設置

後，極易造成道路景觀衝擊影響，雖部

份監視箱儘可能置於道路於不明顯

處，然而因管線位置及私地問題，大都

數均置於人行道處。 

圖 1 傳統監視箱體配線示意圖 

 

 

以本研究為例，因監視箱設置位置

地權分別屬新工處及白馬山莊、東湖山

莊所管，經無數次公文往返及會勘仍無

法取得共識，獲得社區及管理單位建置

許可。但即使取得監視箱用地許可後，

尚須申挖道路，俾利配置電信及電力等

管路。 

但監視箱設置即使後，仍會發生常

見問題： 

1. 位於私人土地上要求遷移。 

2. 置於人行道阻礙行人通行及行

車視線等安全要求遷移。 

3. 影響景觀視線及店家生意要求

遷移。 

4. 破壞當地風水等事由要求遷

移。 

 

以下圖為例，S158 位於永吉路 547

號前之流量計監視箱，阻礙行人通行及

影響店家生意為由，市民曾要求北水處

予遷移他處，然而建置後若要拆遷並非

易事，因另一適宜地點難覓得。 

圖 2 實際安置於道路之傳統監視箱體圖 



 

所以若以傳統流量計監視點箱體

之建置方法，辦理東區分處 3 栓，實無

法於短期間內取得設置用地同意，甚至

該區部份道路， 剛完成銑鋪作業，仍

須等待三年道路申挖管制期過後方能

施工。 

圖 3 瓏山林社區傳統監視箱體安裝前示意圖 

 
圖 4 瓏山林社區傳統監視箱體安裝後示意圖 

 
以上二圖說明，瓏山林社區，原社

區主委同意置監視箱於社區角落內，並

未影響景觀及人行，但在多次往返公文

中，因設置位於瓏山林社區共有地，而

管委會要求北水處應給予適當之回饋

方得建置。而回饋方案條件為，北水處

應無條件檢漏及汰換社區漏水之管

線，方得同意建置，然而轄區營業服務

者為台水公司，礙於規定無法跨區服

務，回饋亦違背相關法規規定，尚且社

區管線老舊，本應由管委會自行處理。 

另東湖山莊現場狀態，流量計設置

於狹小私人巷道內，路面上僅留有人

孔，路面通道僅 1M，若以一般監視箱

方法設置，實難以規畫安裝位置，甚至

僅得將流量計遷移或延長傳訊電纜等

方式辦理。 

顯然用以建置傳統量計監視箱路

途困難重重，然而為達自動化抄表，僅

能另覓良法。 

無線傳輸流量計無線傳輸流量計無線傳輸流量計無線傳輸流量計 

傳統流量計監視箱施工方法，常因

申挖路證取得不易及現場管理權責單

位或民眾難予同意安裝監視箱等設

備，所以僅能改採其他方案辦理。 
 

圖 5 流量計傳輸方式示意圖 

 
 
 
 
 
 
 
 
 
 
 
 
 

經多方考量及試用後，決定採用流

量計無線傳輸設備，直接將傳訊器安裝

於流量計窨井內計量，藉由無線通訊模

式將數據傳回監控中心。而置於窨井內

無線傳 

圖 6 無線流量計傳輸示意圖 



 

而無線傳輸方式有多種 Wifi、

GSM、GPRS、3G、RF 等傳輸方式，

經測試及研究後，亦有不同的廠家提供

不同之解決方案。 

若採 Wifi 及 3G 模式，經比較後

屬於功率較高型，相對較耗電，不適宜

長時間運作。 

而比較 GSM/GPRS 模式，較為省

電，傳訊設備可利用程式規畫於固定時

段，開啟通訊連線能力，將流量資料定

時傳至特定網頁中，紀錄者可於特定網

頁中，擷取資料。 

 

圖 7 無線流量計網頁擷取流量 

 

而於特定網頁中擷取資料固然已

是很方便，但仍產生資料安全性問題，

雖以密碼及登入人員帳號管控，然而仍

會有資安漏洞，特別網頁是存在於廠商

設置之頁面且伺服機建於公開性質租

用設備，資料易被外人取得。 

故北水處改以直接傳到現有圖控

系統中，再公開傳遞流量訊息，給予相

關人員。 

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 

支援省水之東區分處 3 栓流量

計，經採以流量計無線傳輸後，產生之

效益如下： 

a. 目前無須派人員至現場抄表，節省

抄表人力。例假日未抄表部份原採

估算，未能取得精確流量值。現不

論假日均能獲得最準確之資訊。 

b. 原設置流量計監視箱費用含箱體、

儀表、道路申挖，運雜費、利潤、

勞工安全費等費用，每處粗估約需

72 萬元 。若以東區 3 栓流量計設

置計算，則需 2 組傳統式監視箱建

置費用，預計總費用約需 144 萬建

置。 

c. 採以無線傳輸，預算成本 1 栓僅為

5.5 萬元，東區 3 栓流量計建置預算

約計 16.5 萬元。 

d. 在達到自動抄表功能目的情況下，

整體計算建置成本，扣除無線傳輸

設備費用，共可節省建置費用 127.5

萬元。 

圖 8 節省費用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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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目前監視箱每處考量通信費率-每

月通訊費(1,000 元)及電力費用(約

350 元)，而無線傳輸通訊費每處約

250 元及每月電池平均耗損費用

167 元，故每月可節約電信及電力

費用共計 1,783 元，故每年可節省

供水成本項下 -電信及電力費用 



2.13 萬元。 

f. 減少 2 處監視箱體，可降低市容景

觀衝擊，有利改善市容景觀，亦可

減少 2 處盤體美化塗漆等費用約

9,000 元及監視箱體現場巡查維護

等相關費用。 

g. 可減少 2 處監視箱體佔據人行道，

減少民眾抱怨申訴之機率。 

問題和研討問題和研討問題和研討問題和研討 

1.設備穩定度問題設備穩定度問題設備穩定度問題設備穩定度問題：：：：目前無線傳輸流量

計設備二十四小時運轉穩定運轉

中，並已納入 100 年度契約中辦理，

未來每年均會編列相同預算持續進

行。 
2.購置成本問題購置成本問題購置成本問題購置成本問題：：：：現今購置每組無線設

備預算價約為 55,000 元左右(不含軟

體費用)，基本通訊月租費用 88 元+
簡訊費用，粗估每月傳輸通訊費約

250 元。  
3.耗材問題耗材問題耗材問題耗材問題：：：：設備本體並無易損壞之元

件，僅內部存在耗材鋰電池，故須額

外負擔內建之三年鋰電池更換費用

約 6,000 元，故電池每月平均耗損約

167 元(每只 6000 元/可用 36 個月)。 
4.功能擴充問題功能擴充問題功能擴充問題功能擴充問題：：：：未來亦考量擴充現有

功能，藉由無線傳輸設備及增加壓力

傳送器，讀取流量計前端管內壓力

值，以確保供水壓力。但此項功能惟

無法即時傳送壓力值，僅現場儲存資

料，每日批次傳送壓力值至報表中。 
5. 流量值傳輸問題流量值傳輸問題流量值傳輸問題流量值傳輸問題：：：：若採無線傳輸設

備流量值為每小時 1 筆，當日 24 筆

資料，存於內部記憶體內，可設定每

6 小時傳送一次，屬於故非即時性資

料，而相較於傳統監視箱連線為即時

資料，每分鐘傳回即時值，但考量支

援臺水水栓東區分處 3 栓之流量資

料，僅須每日統計流量總額，故可採

無線傳輸設備辦理，並不造成任何讀

值不準確等問題。 
6.資料建檔問題資料建檔問題資料建檔問題資料建檔問題：：：：無線傳輸流量資料，

目前以設備商所能提供之功能僅能

為將數據傳送至特定網頁上，由人工

讀取數值，而內部通訊協定均不予公

開。而目前本處已克服此項問題結合

硬體設備，將數據直接擷入監控中心

現有 PLC 及圖控中，將無須從網頁中

登載至日報表中。 
7.功能架構問題功能架構問題功能架構問題功能架構問題：：：：目前市面上所販售之

無線傳輸設備架構和現有北水處監

控中心採PLC結合圖控系統架構仍有

差異，部份監控架構部份必須更改，

以納入新增之無線設備，但現階段，

因無線傳輸穩定極佳，以著手修  改

部份設備，將無線傳輸設備納入現有

架構中。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流量監視點之設置可節省抄表人

力支出，並可效率降低配水量與用水量

之時間差，有即時之效果。但因受其他

因素造成傳統監視箱體無法設置地

點，可採以本研究之「無線傳輸方式」

辦理。 

然而無線傳輸方式亦可達到即時

傳輸模式，但相對於每分鐘之耗電量亦

很驚人，非內建鋰電池可承受，約於一

個月內電量耗盡，故無線設備仍建議以

定時傳送流量值為最佳，而目前北水處

監控中心，正研究備用電源電池包之設

置可行性及結合壓力讀取功能納入本

無線傳輸功能選項內，歡迎各界共同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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