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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目前臺灣地區主要有二個自來水事業單位，即臺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省水公司)與臺北自來水事業處(簡稱北水處)，依據民國 90 年底統

計資料顯示，合計供水人口約 2100 萬。自來水為現代化都市中重要的公共

基礎建設及維生系統之一，亦為民生生活基本必需品，與電力、天燃氣等

類皆屬「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由於這些日常生活服務的提供，往往

需要大量固定投資，才能在擴大生產量的同時，降低成本，取得規模經濟

的效率，因此，在市場相對規模不很大的狀況下，很容易形成「自然獨佔」，

故世界各國如自來水等公用事業大多以公營、公有民營或是民營公管為

主，形成獨佔事業。然而，由於缺乏市場機制提供的競爭壓力，類似「法

定」獨佔的例子往往無法達到預期的效率，影響社會福利的追求。 

近年來歐美部分國家或大都市為提高自來水公營事業經營積效與服務

品質，以往公營獨佔事業亦開放民營或公民共營，英國自來水事業於 1989

年推動全國性民營化，為世界推動全國性民營化先例(Jeffery, 1994)。澳州(雪

梨市)、美國部分都市自來水為公民營方式(Rodman and Shanker, 1996; Alla 

and Manzi, 1996)。日本則仍維持公營，但參考討論各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

之現況，以檢討自來水事業經營改革（齋藤，2002），由此可知自來水事業

活化或民營化為各國關心的課題。   

政府為順應世界潮流提高我國公營事業競爭力，民國 85 年經濟部明定

民營化政策之目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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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意義旨在提高事業經營之經濟效率

與競爭能力，逐漸將政府部門產業移轉至民間部門；同時，藉由民間資金

的投入及最佳化成本效益的經營，減低國家財務負擔。於民國 85 年國家發

展會議，雖課以民營化執行單位五年內完成公營事業民營化之責任與壓



力，但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專案推動小組在第十次會議，則將省水公司

列為待研究檢討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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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主管機關另行檢討再決定五年後是否民營化。

此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並於民國 87 年 2 月 4 日第 909 次委員會亦針

對國內自來水事業決議維持公營型態，五年內暫不民營化之結論。此外，

黃氏提出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包含解除管制、重建與執行等三個階段，於第

一階段解除管制，政府應確定事業單位民營化之目的與原則，擬定事業未

來發展策略，解除相關法令限制（黃氏，1996）。 

自來水事業包含取水、輸水、淨水與配水等工程建設，（1）水權、水

源之取得或分配，（2）水質標準、淨水技術，（3）供水地區市場特性（供

水區經營劃分），及（4）政府經營策略等因素會影響自來水事業經營，因

此自來水事業由公營化轉民營化之際，必須考慮上述因素之相互配合。英

國能開創全國民營化之世界先例，主要原因乃英國政府積極藉政治力推動

的政策。依民國 87 年 12 月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

研究」及民國 91 年 6 月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模式之研究」

等之研究報告，顯示欲推動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仍然存在許多困難（詳第

三章）。 

民國 87 年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決議自來水事業五年內暫不民營化之

期程於民國 92 年為止，為配合政府國營事業轉民營化之政策，須再檢討自

來水事業民營化。前述推動民營化第一階段工作為解除管制，故本研究以

省水公司與北水處為對象，探討「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研究

目的如下： 

1.我國自來水事業經營現況分析。 

2.外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3.我國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可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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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 

欲評估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可行性，首先應對各事業單位之生產及

經營現況進行瞭解。由於省水公司及北水處二個自來水事業單位所屬機

關、經營特性之不同，故其現有經營績效之差異甚大。自來水市場解除管

制因受水權(水源)分配及經營區域特性(範圍人口與產業)影響，必須同時考

量水資源管理、經營經濟效益、所屬行政機關協調，故須參考國內水資源

管理、產業經濟、法律行政與自來水事業單位經營者等之既有討論結果，

然後綜合自來水事業生產特性、國外經驗與解除管制可行性之研究結果，

探討解除管制作法及今後配合措施，本研究內容如下: 

1.自來水事業管制與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 

2.我國自來水事業現況分析 

3.國外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4.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評估 

5. 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之相關配合措施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1. 自來水事業管制與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 

從經濟學觀點論述經濟管制與獨佔事業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及

市場結構重組之評估理論，以作為後續研究之理論依據。 

2. 我國自來水事業現況分析 

收集國內有關自來水解除管制之既有或進行中研究報告，先綜合

整理這些研究報告中對我國自來水事業單位水資源利用、經營績效、

解除管制作法等之既有論述，然後再增述或補述本研究相關資料。研

究中以省水公司與北水處為研究對象。 

3. 國外自來水事業現況分析 

收集國內有關自來水解除管制之既有或進行中研究報告，先綜合

整理這些研究報告中對國外（英國、美國、澳大利亞與日本）自來水

事業單位水資源利用、經營績效、解除管制作法等之既有論述，然後

再增述或補述本研究相關資料。由各國解除管制現況與作法，考慮國

內現況與今後發展，從水資源管理、經營經濟效益等觀點，初步篩選

是否有適合國內參考之實例。 

4. 我國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可行性評估 

參考國內石油、電力事業解除管制之作法，考慮自來水事業生產

特性，水價合理化及法規（自來水法與水利法）等因素，評估我國自

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可行性。 

5. 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作法及相關配合措施 

由前述以省水公司與北水處為研究對象，綜合自來水事業生產特

性、國外經驗與解除管制可行性之研究結果，探討解除管制作法及今

後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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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主要工作步驟流程將依下列三項步驟進行，依序為(1)國內外自來水

事業經營現況之資料蒐集；(2)就法規、經濟及管理等三方面進行市場解

除管制等資料分析；及(3)提出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及其相關配套措施之

政策可行性建議。 

 

 

 

資
料
蒐
集 4.各國解除管制之做法  

3.國內自來水公司與北水處經營現況 

2.國內外水價費率機制 

1.國內水資源管理環境 

經營管理 

 

 

 

 

 

資
料
分
析 

法 規 

經 濟 

管 理 5.國內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分析 

4.國內競爭機制之建立 

3.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必要性探討 

2.我國自來水特性探討 

1.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  

 

 

 

 

 

可
行
性
建
議

解除管制作法

政策建議 

相關配合措施

圖 1-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第二章 自來水事業管制與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 

本章主要從經濟學的角度出發，依序說明自來水產業實施管制以及現今

欲解除管制朝向民營化之理論基礎。最後，並提供一可行的實證分析模型，

供後續研究參考。 

第一節 經濟管制的理論基礎 

當一產業為完全競爭市場時，不需任何的人為干預，藉由市場價格機

能的運作自然可達成生產效率與配置效率，亦即符合社會福利極大的柏拉

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ity）。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

基本上隱含廠商為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同質產品（homogeneous 

product）、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free entry and exit）、經濟資源具有完全

的移動性（free mobility for resource）以及完全訊息（perfect information）

五大假設，顯然地，現實經濟社會幾乎沒有可滿足此五項條件屬於完全競

爭的產業（莊春發，2002）。 

一旦市場無法滿足上述完全競爭市場的假定時，如自然獨占與寡占的

存在，便無法達成效率的最佳境界；即使市場符合競爭市場的假定，但如

果存在外部性、公共財短缺等問題，一樣無法達到柏拉圖最適。在上述諸

多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的情形下，為顧及全體國民權益，便需仰賴政

府的介入與管制。以下分別說明政府介入市場經濟活動的三大前提：自然

獨占、準公共財以及外部性。 

一、自然獨占 

「獨占」的一般成因有二：無相近替代品，有進入障礙。 

(一)市場中，無生產相近替代品的廠商，例如微軟公司在 1980 年代

之以 Dos 作業系統，以及今天以席捲全球個人電腦市場的 

Window 系統之供應，造就其獨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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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中有顯著的進入障礙，一般在三種狀況下會形成獨占： 

a. 握有稀有資源，例如 Debeers 公司握有 80％的世界天然鑽石供

給量，成為獨占者。 

b. 法定獨占：因政府授與之專利，證照而成獨占。 

c. 因為有進入障礙，而形成獨占的第三種常見狀況，則為「自然

獨占 (natural monopoly)」。 

自然獨占的產業在其所面臨的市場需求與成本條件下，由一家廠商

獨自生產的成本會低於分散給多家廠商生產之成本總和，即使容許廠商

任意加入此產業，最後競爭的結果也會只剩下一家廠商進行生產，形成

獨占的局面。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為自然獨占的兩大條件，茲分述如下： 

1.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指就單一產品的生產而言，當生產要素的價格固定

時，長期平均成本隨其產量的增加而遞減，易言之，當廠商的長期平

均成本曲線（long-run average cost curve, LAC）隨著廠商規模擴大而下

降時，則稱此產業具有規模經濟。而大量採購降低原料成本、專業化

分工降低生產成本、生產要素之不可細分性、學習效果以及閒置產能

降低等，皆可能造成大規模經濟。 

然而，大規模經濟有時而窮，當規模不斷擴大後，由於管理效率

問題及要素報酬遞減法則等，反而使長期平均成本曲線開始有隨產量

增加而遞增的情形，產生大規模不經濟之現象。 

如圖 2-1 所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遞減的階段代表規模經濟，相

對地，當平均成本曲線呈現遞增時，即為大規模不經濟。圖中 A 點為 

廠商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在不考慮其他狀況下，其為長



期中生產效率最大的最小有效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當

廠商的規模超過 MES 時，將無法獲得長期平均成本伴隨產量增加而下

降之規模經濟的好處。  

圖 2-1 規模經濟曲線示意圖 

2. 範疇經濟 

對同時生產數種產品的廠商而言，當技術水準與投入要素價格固

定下，由於生產要素之共享，使得同時聯合生產各產品之成本會小於

個別生產每一種產品的總和，則稱存在多角化或範疇經濟。可以數學

式表示如下： 

C（W,q1,q2,…..,qn）＜ Σ
i=1
  nCi

＊（W,qi） 

式中 W 代表所有生產要素，qi 表各種產出，C（.）為生產 n 種產

品之聯合成本函數，Ci（.）則表示生產個別產品 i 之成本函數。 

自來水供應業，因必須埋設輸配水管線，為具有網路技術（network 

technology）的產業，更是具有「密度經濟 (economies of density)」的 
 
 

特徵，且資本需求龐大，又因其主要的生產成本是固定成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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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而言變動成本如勞動支出等佔較小的比例，一般而言被視為具有規模經

濟特性之自然獨占產業。對於具有自然獨占特徵且為公共基礎建設之

產業，因其攸關全體國民福祉，為確保廠商願意營運之合理利潤，政

府需以授與特許權（franchise）之方式，保障廠商的獨占地位，形成獨

占事業。同時，為維護社會福利，政府應加以管制，以達到合理的價

格水準及福利的最適宜狀態。 

二、公共財 

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消費的商品或服務，大都具有敵對性（rival）及

排他性（exclusive），謂之私有財。與私有財相對的則為公共財（public 

goods），其具有共享（nonrivalry）以及無法排他（nonexclusivity）兩項

特性。共享是指可以讓多人使用而不損及其中任何人的效用，而無法排

他則指欲排除他人不付代價便可消費某項財貨，在技術上不可能的或者

是非常昂貴的，此特質使消費者不會誠實地揭露對公共財的偏好程度，

導致當由私人生產或提供公共財會產生搭便車（free rider）的問題，使

得公共財容易出現數量不足的窘境，而必須改由政府提供或出面干預，

以強制方式收取費用。 

除了上述的私有財與公共財外，尚有可共享但又可排他之準公共財

（quasi-public goods），其中，某些財貨雖具有部分敵對性（partial 

rivalries），但卻具有排他性，或排他成本很低，稱為俱樂部財（club 

goods），如高速公路、公車等。此類財貨若額外增加一人消費，會降低

其他消費者的效用，此種部分排他的現象稱之為擁擠效果，而因擁擠導

致他人效用減少，則稱為擁擠成本（congestion cost）。 

就某些獨占性事業而言，如水、電、瓦斯等，因其消費是可分割的，

具有敵對性，且排他成本很低，應屬私有財。但其他獨占或寡占產業， 

如大眾運輸業，則為具有擁擠效果之準公共財，基於效率，需由政



府提供或加以管制。 

然而，亦有經濟學者指出，若以公用事業之設備容量（capacity）而

言，由於法令上對及供應可靠度的規範，使其消費在某一顯著範圍內，

不具敵對性，因此其屬於類似公共財；但當需求接近產能極限時，消費

則呈現敵對性，而具有私有財的特徵(單驥、何之邁、許志義，1999)。 

三、外部性 

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經濟主體的任何行動，不論是生產、

交易或消費，除了對此經濟主體本身帶來一些利益或成本，亦間接對其

他個體產生一些利益或成本，當帶給他人利益時，稱此外部性為外部經

濟（external economies）或外部利益（external benefit），反之，若產生

了他人被迫分擔的成本，即謂外部不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或外

部成本（external cost）。想要彌補因市場失靈而導致的外部性，可以採

取賦予財產權，透過私人協議；或對產生外部成本行為者課稅，並補貼

提供外部效益者；以及政府直接管制等方式加以解決。 

經濟學家認為受到管制的產業其外部經濟最主要是表現在選擇性

需求（option demand）的特性上，即消費者對某些廠商，特別是自來水、

電、瓦斯等公用事業所提供的財貨與勞務享有隨時隨地且隨意使用的便

利。此便利性對於正在享用此一服務的消費者而言，可使之產生安全感

與可靠感，為一種價值為正的外部經濟，因此，政府需對公用事業提供

一定可靠度的產品或勞務加以規範，以確保消費者享有此種外部利益

（單驥、何之邁、許志義，1999)。 

就上述所提出因市場失靈需政府出面干預的三項理論基礎中，公共

財與外部性並非公用事業所獨有，故其重要性遠不若自然獨占之屬性，

顯而易見，自然獨占為政府管制公用事業最主要且強而有力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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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獨占事業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 

在此以公營企業的財產權型式及經濟效率之追求兩大經濟論點說明自

來水業解除管制之必要性。 

一、財產權之不可移動性 

關於公私營企業間十分重要的差異為所有權之可移轉性

（transferability），可移轉性在成本極小化的行為上有兩項適切的重要

性（Crain and Zardkoohi, 1978）： 

1.假設公營企業的所有權是可以移轉的情況下，其個體所有者，即納稅

公民轉移其所有權股份的高成本抑制了廠商在未來市場的資本化，因

而降低所有者察覺與監督企業沒有效率運作的動機。 

2.公營企業因屬全民所有，其所有權事實上是無法移轉的，企業本來在

所有權專業化上可獲得的利益也因此被消除。 

相反地，可交換私營企業所有權股票市場的存在能提供予構想企

業如何更有效率運作計劃之潛在所有權人合理的資本利得。 

所有權無法移轉可被預期的另一項效果為影響改變公營企業經理

人在投入方面的選擇。政府公營企業的經理人會比私營企業者有較大的

時間偏好率，亦即公營企業的投入選擇會傾向於偏離最適長期資本投

資，改以勞動或其他變動要素的利用來替代資本投入。有些學者提出政

治的競爭也是影響公營企業生產要素選擇因素之一，其認為候選人及政

黨為了贏得選票的過程會使公營事業生產決策趨向勞動密集。 

經濟學者亦從管理者的任期來檢測財產權理論的意涵，主要的論

點為在公營企業的經理人比在私營企業者可享有較長的任期，所以在公

營企業任職管理者之行為受限於較鬆散的紀律限制，而其在美國公營型

式電力事業之經理人任期的研究發現亦支持此項假說；然而，之後卻出 



現與此項假說對立的實證結果，有學者檢測出較有效率及成本較低

的企業其實是與較少的管理者輪替有關（Crain and Zardkoohi, 1978）。 

公營企業薄弱的所有權（attenuation of ownership rights）與經營管

理者之行為有直接的關聯，既然與私營企業相較，公營企業的經理人較

不需對公司成本負責，亦無法將良好績效表現獲得之利潤報酬內生化，

其經濟無效率的機會成本自然因此而減少。換言之，政府公營廠商會有

比較大的機會以犧牲雇主（納稅公民）的財富為代價來提昇自身的福

利。McGuire 與 Ohsfeldt （1986）亦認為公民營事業所有權結構之不

同，很有可能會減少公營生產單位有效率地配置資源的誘因，根據經濟

文獻，因為公營事業薄弱的所有權，故而預期公營體制下的生產者會有

較高的成本。 

二、追求經濟效率 

基於效率準則，解除管制之目的便是在追求自來水產業之最高效

率，一般而言，包括：1. 配置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2. 生產效

率（production efficiency）；3. 動態效率。當市場中的買賣雙方人數很

多時，每家廠商皆為價格接受者，由供需均衡所決定出市場均衡價格，

最終結果使得市場的長期均衡可以獲得價格等於長期邊際成本的配置

效率，可以極大化社會福利，使資源配置達到理想的境界；在資源可以

自由移動的條件下，廠商可以進出任何產業，勞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亦

可自由在不同產業間移動，在此條件下廠商會以最低的成本組合，亦即

在長期平均成本線最低點之 MES 從事生產，達到生產效率；最後，所

謂的動態效率則要求廠商在作各項投資、擴廠時能以最高的投資報酬作

為決策準則。 

若自來水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便可自動達成上述三項經濟效

率，然而，現今台灣地區之自來水業為政府管制下區域獨占之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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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沒有市場競爭的機制下，公營企業營運是否能達到最高之經濟效

率，一直為社會大眾所質疑，而為倡導解除自來水管制移轉民營的先決

條件之一。 

水為生活中不可或缺之必需品，過去自來水市場因被認為具有自

然獨占之特性，為確保穩定供應，一直維持由政府公營之國營事業型

態，公營自來水事業多年來不僅提供大眾服務，更肩負政府政策性任務

和提高供水普及率之重大責任，但隨著政治解嚴與社會開放，台灣經濟

自由化與國際化追求效率與公平之目標日益明確，公營事業因缺乏市場

競爭，導致營運管理上績效不佳，在日趨成長的需求市場中，已不符合

現今趨勢，相較下，民營企業的效率與活力，則成為時代所需。而開放

民營後，為防止獨占力量的濫用，政府仍須規劃的相關的管制措施（如

對水價的監控），以符合全民福祉。 

 



第三節 市場結構重組之評估 

在未來後續研究之規劃上，有關市場結構之重組，應斟酌考量包括自

然地理環境（涉及水源分佈），行政區域（包括政治考量），人文分布（顧

及離島以及偏遠地區的用水供應） ，以及經濟效益以規劃經營區域。 

就純經濟效益的考量上，由於在實務上，經濟理論中規模經濟程度很

難確切掌握，學者提出的相關的實證方法很多，包括簡單的會計成本資料

的整理，或工程生產或成本函數的推估，生存法則等。近年最普遍的方法

則是計量生產或成本函數的推估（胡名雯，1993）。對生產多種產品

（multi-product）的廠商而言，估計成本函數能避免估計生產函數時，需一

一估計各個產品的多條方程式的問題，故可基於相關的水資料，透過計量

超越對數成本函數（transcedental logarithmic cost function），推估規模經濟

的訊息，作為未來規劃市場結構分割的依據。 

欲推估之超越對數成本函數型式如下： 

lnC = α0+ ΣiαilnYi + ΣαjlnPj  

+1/2ΣiΣsβislnYiYs +1/2ΣjΣrβjjrlnPjlnPr 

+1/2ΣiΣjβijlnYilnPj+ε                   （1） 

式（1）中，Y 為產出向量，以各層級生產單位之出水量為代理變數。

P 為要素價格向量，包括勞動（用人費）、實質資本與能源（動力費）三種

投入之價格。 

根據”Shephard’s Lemma”，成本份額方程式（cost-share equation）為： 

Sj =  PiXi/C = dj +Σrgjjr lnPr 

+ ΣihijlnYi +ε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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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中之 Sj 為第 j 種要素之投入份額，Xi 分別為為勞動、實質資

本及動力三種要素之投入量。 

基於實證結果，考諸市場面的情報，據以評估臺灣自來水市場的最適

事業單位數，以及事業單位的最小有效規模，以確保在放寬管制，民營化

的過程中，能兼顧市場競爭機制，以及規模經濟效率。 

 



第三章 我國自來水事業經營現況分析 

第一節 我國自來水事業現況 

依我國現行自來水法規定，自來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

並得准許民營。公營之自來水事業為法人，其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並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業。 

臺灣地區主要二個自來水事業單位，為省水公司與北水處，現階段均

為公營事業，分別隸屬於經濟部國營事業及台北市政府。依據省水公司民

國 90 年底及北水處民國 89 年底統計資料顯示，合計供水人口約 2,000 萬，

實際供水普及率分別達 88.68%及 99.44%。茲將兩事業單位之經營現況依其

法令依據、組織人事、任務執掌及經營管理等方面分別說明如下。 

一、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1. 法令依據 

奉行政院指示，台灣省於民國 63 年成立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合併

原 128 處水廠採統一經營方式並依照公司章程設股東大會及董事會。

至民國 88 年 7 月配合省政府組織調整政策，省水公司改隸經濟部屬國

營事業機構。依民國 91 年 5 月 31 日修正章程第五條之規定，省水公

司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仟壹佰伍拾億元，分為壹億壹仟伍佰萬股，每股

新台幣壹仟元，全額發行。目前經濟部持股為 81.37 %、高雄市政府為

3.38 %、縣市政府為 7.18 %、鄉鎮（市）公所為 8.08 %。由於持股人

為政府單位，故省水公司係屬公營事業。 

2. 組織人員 

省水公司在總公司之下，設六處（企劃處、工務處、營業處、財

務處、材料處、水質處），四室（行政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一中心（資訊中心），一員工訓練所。另外設十二個區管理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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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程處、二個區水表修理場。區管理處負責自來水生產、操作、維

護、營運及用戶等實際業務。 

至民國 90 年底共有員工 6,007 人，教育程度以高中高職者居多，

平均年齡 46.62 歲，平均服務年資約 20.70 年。 

3. 任務職掌 

(1) 供水範圍 

省水公司之供水面積約三萬餘平方公里，佔台灣省面積 83.3 %。

供水區域內，有大都會（高雄市、台中市）、都市、鄉鎮以及廣大農村，

並包括有人居住之離島與高山偏遠地區；為紓解部分地區枯旱缺水現

象，省水公司目前已完成台北市內湖、南港及汐止間、台北縣市、桃

園新竹、苗栗新竹、鯉魚潭至苗栗、台中、彰化間、烏山頭至義竹及

牡丹水庫至東港等地區間之聯絡管線，藉以互相調配支援水源，維持

正常供水。 

(2) 供水人口與供水量 

民國 90 年 12 月底之統計，12 區處之設計供水人口計 1,712 萬餘

人，行政區人口為 1,850 萬餘人，設計普及率為 92.54 %；供水來源主

要來自水庫水(60%)、地下水(22%)及地面水(18%)，年出水量達 28.76

億立方公尺，平均日售水量為 545.69 萬立方公尺。由水庫水佔供水來

源之 60%，顯然為確保水源足夠的水量，有賴於水源開發。國內水源

開發以興建水庫為主，須投入大量資金，非一般民間所能獨自投資。 

4.經營管理 

(1) 水價結構 

台灣省自民國 64 年 1 月起，始由省水公司採行統一水價，至今歷

經四次水價調整如表 3-1： 



 

表 3-1  省水公司歷次水價調整之平均單價 

第四次 次  別 
 

項  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時間 
(民國年/月/日) 64/1/1 68/7/1 71/1/1 80/8/1 83/7/1 

平均單價 
(元/立方公尺) 3.30 4.95 6.60 8.25 9.00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年統計報表 

自 83 年 7 月 1 日起各區段水價計費如表 3-2 所示。而現行水費金額

自民國86年5月1日起取消以基本度計費，而實施基本費計算方式如下： 

(每度單價×實用水量-累進差額)＋基本費 

表 3-2  省水公司現行分段水價價目表 

分段水價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月用水量 

(立方公尺) 1~10 11~30 31~50 51 以上 

單價 
(元/立方公尺) 7.00 9.00 11.00 11.50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年統計報表 

(2) 經營績效 

依據省水公司 90 年統計年報，該年度營運業績如表 3-3 所示。給

水收入為省水公司最主要之營業收入，年度總收入計 238.88 億元， 

其中給水收入 213.77 億元占總收入 89.49%；總支出計 234.26 億

元，收支相抵，純益計 4.07 億元。以每度售水純益計為 0.27 元，以每

位員工獲利計為 67,8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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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省水公司 90 年度營運業績 

項 目 單 位 數 值 
1.行政區人口 人 18,497,289 

2.實際供水人口 人 16,403,837 

3.實際普及率 % 88.68 

4.年出水量 立方公尺 2,875,845,981 

5.年配水量 立方公尺 2,931,265,573 

6.年售水量 立方公尺 1,991,751,339 

7.每人每日用水量 公升 242 
8.售水率 % 67.95 
9.給水收入 億元 213.77 
10.每度銷售成本 元/立方公尺 10.46 

11.給水平均單位售價 元/立方公尺 10.73 
12.每度售水純益 元/立方公尺 0.27 

13.全年總收入 億元 238.33 

14.全年總支出 億元 234.26 
15.純益 億元 4.07 
16.員工人數 人 6,007 
17.每位員工獲利 元 67,831 

18.資產總額 億元 2,422.07 

19.負債總額 億元 1,071.75 
20.業主權益(自有資本) 億元 1,351.32 
21.業主權益(淨值)報酬率 % 0.31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年統計報表



(3) 經營目標 

省水公司現行十年發展計畫係以 86 年度為基年，96 年度為終年共

十年。茲將 90 年度經營績效與發展計畫訂定之目標比較結果如表 3-4。

以該計畫 96 年度為終年之目標而言，隨著人口數增加與社會經濟發展

之需要，自來水事業之各項設施與服務功能期待日益增強，以現階段

90 年度實施成果做一比較，在省水公司積極開闢水源及擴增供水之

下，出水能量顯見增加，並提高其配水量。 

表 3-4  省水公司年度經營目標 

項  目 86 年度 
(基 年) 

90 年度 
(現 年) 

96 年度 
(終 年) 

(1)行政區域人口數 1,799 萬人 1,850 萬人 1,997 萬人 

(2)設計普及率 90.7% 92.58% 97.2% 

(3)平均每日配水量 620 
萬立方公尺

803 
萬立方公尺

773 
萬立方公尺 

(4)平均每日設計 
出水能力 

855 
萬立方公尺

944 
萬立方公尺

1,067 
萬立方公尺 

(5)配水率 72.44% 72.44% 72.44% 

(6)抄見率 74.90% 67.58% 80.00% 

(7)平均每日抄見量 464 
萬立方公尺

543 
萬立方公尺

619 
萬立方公尺 

(8)投資總經額 十年度共計 718 億元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年統計報表 

註:1.配水率=(平均日配水量/上年度設計最大日出水能力)×100% 

2.抄見率=(抄見量/配水量)×100% 



第三章 我國自來水事業經營現況分析 
 

21

 

二、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1. 法令依據 

依台北市政府組織規程第 17 條設立。台北原有六個水廠，於民國

65 年合併成為北水處，升格為市政府一級主管機關兼理自來水事業。

為屬行政主管單位與公營事業。 

2. 組織人員 

內部設生產、供水、業務、企劃、財務、物料、總務等七科，會

計、人事、政風、資訊、勞安等五室，及職訓、水質二中心，五個營

業分處，另設工程總隊為附屬機構。 

至民國 89 年底共有職員 1,270 人，教育程度以大專居多，平均年

齡約 46.61 歲，平均服務年資約 20.18 年。 

3. 任務職掌 

(1) 供水範圍 

北水處供水區域包括台北市及部分之台北縣含三重市、中和市、

永和市及新店市等四個縣轄市以及汐止市之七個里，屬於大都會型供

水區，人口密集。並與省水公司的管網系統在三重、中和、板橋、蘆

洲、淡水、關渡、汐止、內湖連接，可於必要時相互支援。 

(2) 供水人口與供水量 

迄民國 89 年 12 月底止，其供水人口 382 萬餘人，普及率高達 99.44 

%。新店溪為主要水源(97%)，其他地面水及泉水(3%)，年出水量達 11.02

億立方公尺，平均日售水量為 156.74 萬立方公尺。 

4. 經營管理 

(1) 水價結構 



在台北市方面，調整過水費 3 次，分別為 64 年 6 月、69 年 7

月及 83 年 3 月。 

現行水價修訂自民國 83 年 3 月開始實施，平均水價每立方公尺 7.5

元另外加收 0.2 元作為回饋台北水源特定區居民地方公共建設費用。現

行累計計費價格如表 3-5 所示。 

表 3-5  北水處現行累計計費價格表 

分段水價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月用水量 

(立方公尺) 1~20 21~60 61~200 201~1000 1001 以上 

單價 
(元/立方公尺) 5.00 5.20 5.70 6.50 7.60 

資料來源：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89 年統計報表 

(2) 經營績效 

依據北水處 89 年統計年報，該年度營運業績統計如表 3-6 所示。

給水收入為北水處最主要之營業收入，年度總收入計 48.54 億元，其中

給水收入 44.90 億元占總收入 92.50%；總支出計 46.77 億元，收支相抵，

純益計 1.77 億元。以每度售水純益計為 0.137 元，每位員工獲利計為

139,075 元。 

(3) 經營目標 

民國 80 年 7 月起開始積極執行台北區自來水第五期擴建工程。該

工程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從民國 80 年至 94 年；第二階段從民國 95

年至 100 年。計畫期程長達 20 年主要工程包括增設輸水幹線及配水池

容量、增加加壓站抽水容量、及增設污泥處理設備等，需耗資 219 億

元。展望未來工程完工後，供水能量可達 393 萬立方公尺，以滿足未

來最大日需水量 415 萬立方公尺之供應，更可逐步改善高地偏遠地區

居民用水品質，提昇應變能力確保供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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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北水處 89 年度營運業績 

項 目 單 位 數 值 
1.行政區人口 人 3,844,246 

2.實際供水人口 人 3,822,850 

3.實際普及率 % 99.44 

4.年出水量 立方公尺 1,102,096,000 

5.年配水量 立方公尺 - 

6.年售水量 立方公尺 573,659,000 

7.每人每日用水量 公升 373 
8.售水率 % 52.05 
9.給水收入 億元 44.90 
10.每度銷售成本 元/立方公尺 7.69 

11.給水平均單位售價 元/立方公尺 7.83 
12.每度售水純益 元/立方公尺 0.14 

13.全年總收入 億元 48.54 

14.全年總支出 億元 46.77 
15.純益 億元 1.77 
16.員工人數 人 1,270 
17.每位員工獲利 元 139,075 

18.資產總額 億元 332.20 

19.負債總額 億元 60.37 
20.業主權益(自有資本) 億元 271.83 
21.業主權益(淨值)報酬率 % 0.65 

資料來源：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89 年統計報表 



第二節 自來水事業生產特性 

自來水為現代化都市中重要的公共基礎建設及維生系統之一，亦為民

生生活基本必需品，且自來水資源具有其不可替代性，與其他公共事業如

電力、天然氣等事業之性質不盡相同。由於這些日常生活服務的提供，往

往需要大量固定投資，才能在擴大生產量的同時，降低成本，取得規模經

濟的效率，因此，在市場相對規模不很大的狀況下，很容易形成「自然獨

佔」事業。有關自來水事業產業經營特性之說明為綜整「台灣地區自來水

事業民營化之研究」及「自來水最佳經營模式之研究」等計畫報告，茲將

自來水事業具有資源不可替代、自然獨占、公共財、投資高獲益低、外部

經濟、經營永續等特性，引述如下： 

一、資源不可替代性 

水為珍貴的天然資源，且其需經取水、貯水、導水、淨水、送水、

及配水等物理、化學之處理過程，使之成為潔淨衛生之自來水，以供全

國民眾飲用。自來水對國民健康、生活環境、經濟發展都有重大影響，

因而世界各先進國家莫不將自來水視為重要的公共基礎建設及維生系統

之一，是人類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之必需品。 

二、自然獨占性 

依水利法規定，水資源屬於國有，不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

響；自來水法第 14 條規定，在劃定之供水區域內，中央或省(市)主管機

關得輔導二個以上自來水事業協議合併經營，如不能獲得協議時，並得

以命令行之。同法第 19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於特定供水區域內，

經營自來水事業之權為自來水事業專營權。如此可見，自來水事業具有

自然和區域雙重獨占的特性。 

 

三、公共及公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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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為國家所有，政府有責任落實水資源保育工作以確保供水品

質及供水穩定，同時提高自來水供水普及率。一般而言，水資源事業是

以公共利益為考量，其利益多為人民所共享，同時，其具有公共功能，

包含衛生、社會安全、消防及防災等，係稱水資源為一種「公共財」並

具有其社會責任之特殊公用性。 

四、投資高獲益低 

自來水事業之經營由於需顧慮偏遠地區或高坡地之供水，為提高供

水普及率，不僅投資成本高，維護營運等之操作費用亦不低。尤其在必

須顧及國家政策而無競爭機制的經營體制之下，獲得利潤不多，往往需

靠政府補助，造成國家財政負擔。 

五、外部經濟性 

外部經濟性為個體的經濟行為有部分利益不歸為自己享受。自來水

事業所提供之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等，滿足了民生及工業生產之需求，

其所產生的經濟利益主要為促進工商繁榮及地方發展等外部經濟效益，

此利益非屬自來水事業單位所有。 

六、經營永續性 

依自來水法規定，自來水事業於開始營業後，非經省 (市) 主管機關

核准不得歇業；自來水事業對自來水用戶應經常供水，除因受天然災害

不得任意停水。自來水為具有維持民生生活及社會活動生生不息之永續

發展特性。 



第三節 自來水事業面臨之課題 

一、水權及水量調配不足 

在水利法第 84 條中明文規定，「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利事業，有權

可徵收其水權費」。但目前在台灣的水權均未開徵其費用，造成有限水資

源的過度使用與浪費，同時將導致水資源供應與分配日益嚴重等問題。 

每年一月至四月為旱季枯水期，河川流量不豐，今(91)年發生嚴重旱

災，水量供應有限。雖然，依水利法第十八條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依

次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力用水、工業用水、水運、其他

用途。水量之分配在優先考量民生用水之下，亦需兼顧生態保育、工業

生產及社會安全等因素，因此，難逃民生用水需採取限水之困境。 

過去民眾總誤以為水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因而不懂珍惜水資

源，造成過度浪費現象產生。然而，在今日水資源短缺、新水源開發不

易下，政府將徵收水權費以符合「使用者付費」之精神，並作為為合理

分配使用水資源之手段，同時可作為未來水資源保育工作與水源保護區

回饋經費之來源，達到永續經營水資源之目標。 

二、水價不合理 

目前國內兩自來水事業單位方面均採統一水價，即不分地區或用戶

種類均按不同水表口徑收取基本費（或訂定基本度並收取基本費），並依

實際用水量採分級（段）累進費率計收水費，其平均單位水價每度（立

方公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為 10.37 元；台北自來水事業處為 7.7 元，其

中包含 0.2 元回饋台北水源特定區居民地方公共建設費用。而在台灣地

區水資源開發成本每度至少 25 元以上的情況下，現行水價根本無法反應

成本；再者，環視其他國家水價，法國每度 79 元，日本 42 元，英國 20

元，新加坡 17 元，由此比較顯示我國現行水價確實過於低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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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來水法第 59 條規定自來水水價之訂定，應以水費收入抵償其所需

成本，並獲得合理之利潤。合理之利潤係指業主權益乘以投資報酬率加

所得稅。表 3-3 及 3-6 顯示，省水公司及北水處之業主權益投資報酬率分

別為 0.31%及 0.65%，其與台灣省自來水公司之法定報酬率 5%至 9%或

北水處之 8%差距甚大。省水公司及北水處除加強推動管理革新工作外，

更積極推動精簡用人政策，員工人數比五年前減少 511 及 107 人，而同

時期每名員工平均負擔用戶數卻分別增加 150 及 177 戶。此外，無論普

及率、售水量及出水能力均呈現逐年提高的趨勢，顯示推動成果頗有績

效。於此努力降低成本及提升服務品質下，卻仍無法獲得合理的投資報

酬率，顯見我國水價確有不合理之處。 

依自來水法第六十條規定，水價調整程序為由自來水事業單位擬定

調整方案，送請省（市）主管機關核定，並呈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目

前省（市）主管機關基於尊重省（市）議會的考量，送請議會審議。然

而，部份議員因背負選民壓力而反對調整，致使水價長年低廉。同時，

現行水價僅反應極少部份的水源開發成本，亦為不周延之處。 

三、財務經營困難 

政治力介入影響自來水事業正常運作使水價長期受限，由於水價偏

低無法調整使成本無法回收。尤其以省水公司而言，其服務範圍區域廣

泛，配合政府政策，其有義務顧及山區及偏遠地區民眾，並提高供水普

及率及充分供應民生與工商業發展所需用水；另一方面，台灣地區多數

水廠設備老舊，有待更新擴建，因此必要持續投入巨額資金，辦理各項

自來水更新擴建工程及營運改善計畫，但因投資報酬率低，收入有限，

無多盈餘，長期借貸持續增加，出現持續虧損，使自來水事業之財務結

構惡化。而長期依賴政府投資，亦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第四節 我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既有檢討 

前述公營事業因易受政治力量與官僚制度之影響，其效率不佳之缺點

為世界各國公營事業之通病。各國政府為提高自來水事業經營效率，歐美

日等先進國家亦著手推動或檢討民營化。民國 85 年經濟部明定民營化政策

目的，此乃順應世界潮流民營化公營事業。近十年來，國內對自來水事業

經營形態之檢討，主要論著為表 3-7 所示三個研究報告書。 

表 3-7 國內近十年自來水事業經營型態之既有研究報告 

委託單位 研究單位 計畫名稱 發表時間 

內政部 
營建署 

中華民國土木水

利工程學會 
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中

央統一經營之實質利弊

評估與研究 

民國 82 年 
6 月 

內政部 
營建署 

台灣經濟研究院 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民

營化之研究 
民國 87 年 

12 月 

經濟部 
水利署 

萬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模

式之研究計畫 
民國 91 年 

9 月 

由表 3-7 可知隨政府組織及經濟環境變更，計畫性質相異，民國 85 年

經濟部公告民營化政策目的後，87 年及 91 年之研究乃檢討民營化或經營

模式。這三個研究報告邀請自來水事業相關政府單位、自來水單位及專家

學者等召開座談會，對國內自來水事業經營模式之檢討研議相關議題，但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自來水事業經營模式仍然無法形成可行的明確政策，由

此可知自來水事業經營模式變革之影響層面複雜。茲針對表 3-7 所示既有

研究報告中相關重要性結論與建議，依(一)自來水事業特性，(二)經營模式

及(三)民營化方式等三項，彙整論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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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來水事業特性 

依自來水法第 17 條，自來水事業係指以經營自來水為目的之事業。

依自來水法第 7 條，自來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

民營。依自來水事業生產流程經營特性，將自來水事業生產流程分為上

游、下游及中游，如表 3-8 所示上游乃指原水之取水、貯水與水源開發

及水權分配相關；中游乃指導水(將原水輸送至淨水場)、淨水；下游乃指

送水(將水送至給水廠)、配水(將水送至用戶)。由於上游之水源開發所須

資金龐大，水權分配與管理等涉全國性事務，故應由中央統一經營管理。

相對地，中游、下游之產出則可採公營或民營方式。 

表 3-8  自來水事業生產流程經營特性分析 

項目/ 
生產流程 

上游 
（取水、貯水） 

中游 
（導水、淨水） 

下游 
（送水、配水） 

產出 原水 淨水 自來水 
主要生產

技術與設

備 

•水源開發管理 
•水庫建設營運 
•取水、貯水設備 

•導水設備與管線 
•淨水廠設備 
•淨水技術 

•送配水管線 
•營運場所與設備 
•售後服務 

生產特性 

•水源開發具顯著外

部利益 
•水源與水權分配涉

全國性事物 
•投資金額龐大 
•需求者為自來水事

業單位 
•生產性高於服務性

•技術程度高、資金

需求很大 
•水源管理需公權力

支持 

•技術要求較大 
•生產性較服務性顯

著 
•需求對象可為承包

水公司或用戶 
•需水質監督管理 

•服務性顯著 
•技術與資金需求不

若上中游 
•成本回收較上游

快，民營意願較高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1993）。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中央統一

經營之實質利弊評估與研究。 



二、經營模式 

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單位主要為省水公司與北水處(金門縣自來水

場、連江縣自來水場因規模甚小，不予考慮)，省水公司與北水處之組織

比較如表 3-9 所示，省水公司為公司法人之事業單位且須租稅負擔，北

水處為台北市政府一級事業機關，免租稅負擔。 

表 3-9  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組織比較 

項目/單位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組織 
公司法人為事業單位，因

精省，而面臨組織調整 
市政府一級事業機關，事

業單位兼主管機關 

徵收土地 不可 可 

租稅負擔 有 免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研究」，民國 87 年。 

由表 3-7 所示三個研究計畫中，對中央統一經營模式之研究結果顯

示，北水處不願意接受中央統一經營模式，其主要理由可歸納如下： 

1.北水處各年度營運業績優於省水公司。 

2.北水處屬台北市政府一級事業機關，併入中央統一經營或其他變

革皆須市議會同意。 

3.自來水事業屬地方性公共事務，宜由地方自主。 

4.民國 87 年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專案推動小組在第十次會議，將

北水處列為 5 年內不移轉民營之事業，但省水公司則列為研究檢

討。 

此外，依民國 82 年 6 月內政部營建署之研究報告指出，採中央統

一經營模式之優點如統籌水源分配、管理、解決省水公司經營困境及較  

  易籌措財源等；其缺點須籌措 825 億元經費(82 年估算)，對水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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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響。中央統一經營模式雖亦檢討將台灣地區劃分數個經營區(納入北水

處或不納入北水處)，但如何劃分才達規模效率或符合水源流域等因素，

則因牽涉組織與法制之配合，則仍待深入探討。由於北水處不願意接受

中央統一經營模或市場結構重整，省水公司經營模式之檢討，依 91 年水

利署研究報告，將省水公司劃分二個或三個以上之公司經營，亦因財物

分割債務清償等問題不易解決，中央統一經營模式雖不可行，但北水處、

省水公司或只有省水公司如何重組經營區域，則仍然有待檢討。 

三、民營化方式 

由表 3-8 可知自來水事業中、下游產出可供民間企業參與，國內自來

水事業之抄錶、檢漏、廢水處理廠、廠務清理等項目工作已實施外包製，

委託民間業者負責執行，減少公務部分投入並增加營運效率。相對地，

淨水場興建與操作管理、配水之管理則仍為公營。根據省水公司參加第

21 屆國際自來水協會年會民國 87 年 1 月 17 日考察報告，經彙整 17 個

國家民營化方式，如表 3-10 所示，公、民混合營自來水事業的經營型態

依財源、所有權、建造與操作要項可分五類。 

相對於歐美國家，國內自來水事業單位推動民營化之實例少，大都

如上述外包業務。省水公司為改善大高雄地區飲用水水質，於澄清湖淨

水場，拷潭淨水場增設高級處理設備，採契約操作方式與民間公司合作，

由民間負責操作，並給民間公司 15 年操作權。此乃目前國內自來水事業

淨水場契約操作唯一實例。 



表 3-10  自來水事業經營方式之比較 

經營型態 財源 所有權 建造 操作 

契約操作 
(Contract Operations) 

公營 公營 公營 民營 

特許租借 
(Concession) 

民營 公營 民營 民營 

建造-擁有-技術轉移 
(Build-Own-Transfer) 民營 民營再轉

公營 民營 民營再轉

公營 
建造-擁有-操作 
(Build-Own-Operate) 

民營 民營 民營 民營 

設計-建造-操作 
(Design-Build-Operate) 

公營 公營 民營 民營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研究」，民國 87
年。 

綜合上述，由國內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或經營模式)之既有研究報告，

重要結論與建議綜合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國內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既有研究報告之 
重要結論與建議 

項目 重要結論與建議 

自來水事業 
經營特性 

1.上游(取水、貯水)宜採公營 
2.中游(導水、淨水)、下游(送水、配水)可
因地制宜採公營或民營 

經營模式 1.中央統一經營不可行 
2.北水處不願意接受市場重組之檢討 
3.省水公司之分區經營可再檢討 

民營化方式 1.民營化以省水公司為優先對象 
2.宜定義民營化之範圍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中央統一經營之

實質利弊評估與研究」，民國 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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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外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第一節 民營化方式 

民國 85 年經濟部明定民營化政策之目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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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來水事業單位若

由公營轉為民營化，則民營化目標可減少政府部門經濟負擔，增加自來水

事業單位之服務、品質及效率。Shanker 及 Rodman(1996)指出民營化包含(1)

民營及(2)公民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3P)方式，民間可以各種方

式參與公營，民營化方式之選擇，必須視個案各別(case by case)檢討。因此，

英國、美國、澳大利亞等國既有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方式亦不盡相同。黃慶

堂於「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經營績效之實證研究」中指出，自來水事業民

營化方式可分為：(1)所有權轉移、(2)解除管制、(3)契約制度及(4)合資開發

等 4 種(黃慶堂等, 1996)，由國外例子除英國英格蘭與威爾斯採(1)所有權轉

移方式，其餘國家之都市大都採用(3)契約制度及(4)合資開發。各種民營化

方式分述如下(台灣經濟研究院, 1998)： 

一、所有權轉移 

所有權轉移乃將資產以股票上市，售予持股人，公開標售資產等方

式轉移至社會大眾、法人、團體、員工等，英國英格蘭及威爾斯自來水

事業單位民營化採此方式。 

二、解除管制 

解除管制乃指解除或放寬公營事業或特許的規定，使得民營企業可

以投入市場競爭。 

三、契約制度 

契約制度包含特許權制度(franchise system)及租賃制度(leasing  



system)，前者乃由政府監督下，由民間行銷商品及提供服務。 

國內、外許多工程或自來水事業單位業務以建造 -所有 -操作

(Build-Own-Operate；BOO)、設計-建造-操作(Design-Build-Operate；DBO)

等方式，則為特許制度方式。租賃制度乃政府依合約規定將公營事業財

產出租予民間，承租人擁有財產使用權但無所有權。自來水事業單位將

部分業務如抄錶、廢水處理、淨水處理委外操作，則屬契約制度。 

四、合資開發 

合資開發乃由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以合併或轉投資的方式成立一合

資公司，共同開發公營事業的延伸事業，有助於現有事業提升其財務、

技術與競爭能力。 

表 4-1 為國外自來水事業單位民營化實例，除英國英格蘭及威爾斯為

所有權轉移方式外，其餘各都市大都以公民營合作之契約方式，此外亦

有許多都市同時將自來水與下水道事業民營化。國內既有研究報告已整

理國外民營化現況，得知自來水事業以公營為主，公營國家為荷蘭、日

本、德國(87%公營)、瑞士、瑞典等國，故本研究不予贅述。此外，表

4-1 所示阿根廷、菲律賓(馬尼拉市)、馬來西亞、幾內亞等開發中國家，

以租約、BOO/BOT、全權處理等不同方式之公民營方式，而非採用公營

方式，此乃因這些開發中國家因接受國際貨幣基金(IMF)、國際金融機構

於經濟上之支援，接受支援條件之一為民營化。以菲律賓馬尼拉市自來

水事業為例，於 1997 年 8 月正式民營化，馬尼拉市行政區人口為 1100

萬，供水人口為 750 萬，分別東區與西區兩大營業區，最後由菲律賓馬

尼拉自來水公司、美國、日本、法國等合資公司得標經營分割馬尼拉自

來水事業(齋藤, 2002)。開發中國家因政府財政困難，引進國際經濟，故

須民營化，其與美國、英國民營化之背景不同，其經驗亦不適用於我國。

對英國、美國部分城市、澳大利亞雪梨市及日本之民營化現況則分述於

後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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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不同型態的合約，其風險及責任歸屬 

責任的歸屬 

管理/操作 
的合約 

(O&M contract) 

租約 
(Lease contract)

BOO/BOT 
式合約 

(BOO/BOT 
concession) 

全權處理 
(Full utility  
concession) 

所有權轉移

(Asset sale) 

所有權(產權) 政 府 政 府 政 府 政 府 私 人 
投資者 政 府 政 府 私 人 私 人 私 人 
操作者 私 人 私 人 私 人 私 人 私 人 
收費權責 政 府 私 人 政 府 政 府 政 府 

代表性例子 

1.波多黎各 
(水及下水道) 

2.墨西哥市(水) 
3.土耳其 

Antalya 市 
(水及下水道) 

4.美國 
-Indianapolis 市 

(下水道) 
-紐奧良市 

(水及下水道) 
-紐澤西州(水) 

1.幾內亞(水) 
2.哥倫比亞 

(水及下水道)
3.匈牙利 

Szeged 市 
(水及污水)

1.馬來西亞 
Johor 市(水) 

2.澳大利亞雪梨

(水) 
3.墨西哥 

Chihuahua 市

及 Pureto 
Vallarta 市 
(污水) 

 

1 澳門(水) 
2.阿根廷 

Buenos Aires 市 
(水及下水道) 

3.馬來西亞 
馬尼拉 
(水及下水道) 

4.巴西 Limeria 市 
(水及下水道) 

1.英格蘭及 
威爾斯的 10
個區域水源

主管 
(水及下水道) 
 

資料來源：(葉琮裕，1997) 



第二節 英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一、民營化背景 

自來水業為英國所有已完成民營化的公共事業中，自然壟斷特徵最

明顯的產業。英國於 1974 年 4 月依據 1973 年水法(Water Act 1973)於英

格蘭及威爾斯地區，對一同水系、河川流域之管轄區內，共設立 10 個水

利機構(water authority)，此 10 個水利機構負責河川管理、環保法令、自

來水事業及下水道事業，河川管理與環保法令相關業務則包含水資源開

發與保護、排水與防治、水運、休憩、漁業及水污染防治(Booker,1996；

Jeffry,1996)。原屬於地方自治體直接或一部管理之業務全部歸為國營，

但國營企業乃政府直接經營企業，受限於政治壓力及官僚制度，導致經

營效率低落。 

二、民營化過程 

由於國營企業與利潤無緣，財政赤字等政經環境條件下，柴契爾夫

人於 1979 年 5 月領導的保守黨贏得選舉以獲得政權，推動「續階計畫」

(Next Steps)等各種措施。以行政效率及管理導向為行政革新之主軸，精

簡人事及部會機關，業務執行以民營化或簽約外包(Contracting out)為優

先考慮。在「市場服務優越性以替代行政執行功能」的基本原則，推動

非國有化(Denationalization)、民營化及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柴契爾夫人連任三任首相(1979 年至 1991 年)，將許多國營事業民營

化，且於 1987 年發表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政策，此種民營化政策之決定主

要取決於政治決定。住宅建設部長於 1985 年 2 月於下議院發表自來水事

業民營化計畫書，1986 年 2 月向下議院提出「英格蘭及威爾斯水利機構

民營化」白皮書，1987 年 10 月公告水利機構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規定，

1988 年 11 月國會通過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法案，1989 年 7 月 6 日英國女

王許可。由此可知，自來水事業民營法案約歷時 4 年半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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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年 7 月英國女王許可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法案後，將 1974 年設立

之 10 個水利機構及 29 個小型公營自來水公司，民營化為水利事業公司，

英國政府以 83.8 億美金售出。隨著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原有水利機構亦

改組為國家河川總署(National river authority)，民營化公司稱為水利事業

公司(Water service limited)，此外亦設立水利事業處(The office of water 

services；OFWAT)及飲用水監督委員會 (Drinking Water Inspectorate, 

DWI)。OFWAT 之主要功能為規範經濟，以保護用戶，提昇經濟性、效

率性及競爭性，以控制年費用及審核水價。OFWAT 亦提供相關資訊，供

用戶比較水利事業公司之績效，水價每 5 年審核一次。 

三、民營化實施成果 

英國實施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僅限於英格蘭及威爾斯，且將其分割為

10 個民營公司，而北愛爾蘭及蘇格蘭仍維持公營。民營化係水利事業公

司負責自來水、下水道及排水外，其餘由國家河川總署負責。自來水事

業民營化以後之前五年(1989-1994 年)，由於飲用水水質標準提昇，為提

供更可口水質且安全的飲用水，水利事業公司增加投資，故水價平均每

年增加 5%，前 5 年共計增加 25%，但民眾大都能肯定這些額外的投資及

接受增加的水價，若考慮物價波動，則實際水價減少 28.7%。 

因此，由上述得知英國英格蘭及威爾斯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乃首先由

政治力量明確民營化策略，再以所有權轉移方式進行民營化。同時，自

來水與下水道事業同時民營化。 



第三節 美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一、民營化背景 

1990 年代美國自來水事業單位見英國自來水事業單位民營化之案

例，已有感於降低成本與水價之競爭壓力，其民營化方式與前述英國轉

移所有權方式相異，主要以公民營合作方式，其合作方式依契約內容而

定。 

二、民營化過程 

1987 年自來水事業單位與民間有契約合作關係佔 21%，至 1992 年則

增至 35%。同時 1992 年對州政府調查結果顯示，85%州公務機關預期在

未來 10 年內私人擁有或私人操作會成為一個重要經營方式，政治家已注

意到市場潛力，共和黨議員亦提出許多有關 3P(Public-Private Participation)

報告，贊成推動公民營合作關係，這項主張亦出現在當時美國總統柯林

頓「美國改變新視野(Vision of change for America)」及副總統高爾「政府

重新創造(reinvent government)」宣言。 

三、民營化實施成果 

美國環保署亦發表 3P(Public-Private Participation)為 5 種民營化方式

之一，其 5 種民營化為(1)合約模式(Concession model)、(2)租賃合約

(Affirmage contrat)、(3)設計-建造(Design-Build；DB)、(4)設計-建造-操作

(Design-Build-Operate；DBO)及(5)民間操作(Private operations)。這種競

爭式合約模式以操作維護(O&M)自來水事業單位設施，已由小中型都市

發展至大型都市，契約委託操作維護之淨水處理設施已大於 20 萬 CMD，

以每人供水量每月 400 公升而言，約相當於供給 50 萬人口之淨水場。為

推動 3P 及確認其可行性，美國環保署曾選定 3 個城市之污水處理廠，進

行 3P 之實證計畫，並提供 3P 相關之報告、文宣資料。一般亦認為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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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化可增加經濟效益，依各案推估可節省成本數 40-50%。美國幾個都

市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案例分述如下(葉琮裕等, 1997；阮國棟等, 1998；

Shanker and Rodman, 1996)。 

1.西雅圖自來水公司 

華盛頓州西雅圖自來水公司新建 45 萬 Tolt Water Filtration Plant，

採用設計-建造-操作方式(DBO)。西雅圖自來水公司採取下列策略以減

輕風險： 

(1)建立二階段遴選程序(資格遴選及計畫書遴選)。 

(2)與顧問公司共同決定程序與功能規格，建立採購前之基本成本使承

包企業能知道其所須符合之基準及成本。 

(3)與法律專家建立風險分攤及商業契約。 

2.路易斯安那州 

路易斯安那州紐奧良政府簽訂一5年操作合約，進行每日400CMD

之水處理及每日 4 萬 CMD 之廢水處理，此舉動使紐奧良政府節省 40%

之花費。 

3. Farmingo 政府 

Farmingo 政府將每日 80 萬 CMD 淨水處理廠及每日 40 萬 CMD

之沉澱池淨水輸送系統及水錶設施，和 2 萬 CMD 之廢水收集系統、

廢水處理廠、及實驗室以 5 年為一合約期限的方式由私有企業來進

行，此舉約節省政府每年約為 30%的花費。 

4.紐澤西州 

紐澤西 Newark 政府，將每日 320 萬 CMD 淨水廠以 5 年為一期限

的合約交由民營企業進行操作維護，此合約節省政府每年約 40%的花

費。 

由上述知道美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乃以都市規模為主，一般以操作 



維謢契約方式居多，但西雅圖市乃一 DBO 民營化案例。此外，Shanker

及 Rodman(1996)亦指出公務機構評估採行民營化時，可先進行初步行動

方案(action plan)，行動方案之查核項目(Checklist)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公民營合作之行動方案 

程 序/步 驟 準 備 事 項 

資料蒐集 
(事前評估) 

 衡量現狀集中長程計畫發展所需 
 最新處理技術 
 資金來源及所需額度 
 單一地域用水或區域用水背景資料 

資料過濾 
(分析所有可行方案並選

擇適切之合作方式) 

 專家意見的徵詢(針對技術、財務、銀

行貸款、公債發行及法律上等問題) 
 民眾反應評量並掌握社區之可用資源 
 分析之法規所需及初步執行步驟(現行

法令標準界定及準備各種契約書文件) 

計畫執行 

 廠商參與 
-要求私有企業提供以往經驗之證明文件

及企劃執行建議書 
 民眾參與 

-提昇與民意代表、媒體之聯繫，落實回

饋社區計畫，並保障現有員工之工作權 
 遴選合格公司並商議合約內容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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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大利亞自來水民營化現況 

一、民營化背景 

在澳大利亞政府議會（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 於 1992 年訂出詳細的水資源改革政策題綱（water policy reform 

agenda）前，用水與灌溉體系是由政府訂定低於供給的短期邊際成本的

水價，然而在長期，水價的回收無法反應在水資源的投資成本，結果成

本轉嫁給納稅人。 

都會區的水價在過去則基於財產價值作為計費標準，結果產生了相

當幅度的部門間交叉補貼(cross-subsidies)現象。例如，根據澳大利亞工業

委員會（the Industry Commission）的資料，在 1990-1991 年間，平均家

戶支付每一立方公尺（每度）$0.51 美金（約合當時的新台幣＄13.5 元）

的水價，而企業則平均付$7.82 美金（約合當時的新台幣＄206.7 元）的

水價，價差極大。換言之，工商部門對於一般民眾用水做了很大的補助，

結果形成了改革的重要驅力 （Musgrave，2000）。 

另，雪梨經過 3 年(1989-1991 年)的暴雨侵襲，原水水質的濁度

大增，且由於城市的發展使得飲用水的需求增加。由於澳大利亞雪

梨自來水局(Sydney water, SW)無法用其老舊的淨水設施，穩定地提

供家戶安全的飲用水，故澳大利亞政府在 1992 年以 8 億 5 千萬美元

契約方式，於 8 年內新建四個過濾處理系統水處理廠，並採取 BOO

的契約型式其合約期限為 25 年。此外，為改善污水處理系統，SW

亦預定 20 年所須費用 20 億美金，由於所須費用對 SW 為沉重的財

政負擔，因此在研究改善的對策當中，考量下列因素包括政策及經

濟事宜，如下列幾點： 

1.州政府的政策中，明白規定鼓勵並促進私人公司參與公共建

設。 



2.預期知名的國際私人公司將以其專業的經驗提供先進的技術、並可

轉移其技術。 

3.預期私人公司的介入，將對目前及未來的經濟有所助益。 

同時，SW 亦分析採用 BOO 方式民營化風險如表 4-3 所示，SW 將

自己的工作部份轉移給澳大利亞水利事業公司(Australian Water Services, 

AWS)負責。 

表 4-3 澳大利亞雪梨自來水局民營化風險分析 

風  險 配  置 評  論 
設計與建造 AWS 建置完成前無給付款項 
委辦 AWS 委辦完成成功前無給付款項 
需求 AWS 稅制架構 

原水供應 SW 合乎契約條件下的原水水質 

操作 AWS  

財務資金 AWS  

通貨膨脹 分攤 依據逐步上升公式調整稅制 

法令與規則之修訂 SW 可能導致契約重新商議 

Force majeure 分攤 部分保障 

 

二、民營化過程 

澳大利亞政府議會（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 

在 1992 年訂出詳細的水資源改革政策題綱（water policy reform 

agenda），且將其與競爭政策整合，以達成三項主要的任務：一、水事業

的改革應同時促進競爭政策的執行；二、考量生態永續；三、促成社區

的覺醒以及相關的教育。由於這些措施的影響深遠，議會同時通過了五

至八年的執行期間。1995 年採行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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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籲價格改革，應基於消費需求，成本考量，摒除交叉補貼。主張

補貼透明化。 

2.各地的水權應與土地權分開，考量環境，水資源分配等因素決定合

法使用者。 

3.至遲在 1998 年，政府應將配水服務、水資源管理與標準制訂以及管

制執行三項任務進行結構性的分割。 

4.針對都會區，應採考量成本的二階段費率, 並允許水資源等的貿易。 

5.至遲在 2001 年鄉鎮的水費應反應成本，並使補貼透明化。 

6.未來相關的投資計畫，應基於經濟以及生態的評估後才執行。 

事實上，澳大利亞水事業改革的推動，尚仰賴水資源改革工作小組

（The water reform task force）、COAG ， 以及競爭政策執行當局（類同

於臺灣的公平交易委員會）三方面在對都會以及鄉鎮區各級地方政府的

水資源改革上，有一致性的訴求。其中，與競爭政策有關的措施，例如

對個體經濟的改革計畫中，中央政府對改革成效良好的地方政府提供競

爭支付（competition payments）做為獎勵之相關規定，更形成了改革的

額外動力。 

以澳大利亞雪梨自來水局(Sydney water, SW)與澳大利亞水利事業公

司(Australian Water Services, AWS)於 1993 年簽署合約為例，由 AWS 公

司以建造-擁有-操作(Build-Own-Operate；BOO)方式興建處理容量為 300

萬 CMD(約相當 750 萬供水人口)之大型淨水場，該淨水場最大處理容量

可達 420 萬 CMD，投資金額為 2 億美金。這個合約歷經三年調查、規劃

及協調，合約有效期間長達 25 年(Alla and Manzi, 1996；葉琮裕等, 1998)。 

 

 



三、民營化實施成果 

評估改革成果，在水價方面，迄今，部分地區水價抬高，然而亦有

水價下降的例子。在政治經濟的考量下，澳大利亞的經驗對於各地水事

業的改革，有幾項啟示（Musgrave，2000）： 

1.成功的改革需要有效整合的政策做後盾。 

2.改革的社會成本在鄉鎮將高於都會區，受到的阻力也會較大。例如

在鄉鎮區域，成本的辨識，區分，衡量都將預期產生許多困難。是

以改革應提供這些困難的潛在解決方針。 

3.在聯邦層級，可提供諮詢，誘因基礎，透明化等，以促進改革。 

在中央政府推動的改革政策導引下，各地方政府也分別展開了一系

列的改革措施。以新南威爾省杭特區（The Hunter District）的改革為例，

始於 1982 年的改革措施，在管理當局更改水價結構後，一方面因家戶用

水之價格調漲，降低了用水需求，用水量明顯下降，使水資源不致浪費；

另一方面，水事業的收益提升，也減輕了補貼的負擔。迄 1998, 這項改

革逐漸修正，整個水價結構包含申請費，基本費，用水費，下水道費，

以及環保捐等主要成分。新南威爾省則於 1992 年成立政府定價庭（the 

Government Pricing Tribunal）, 後於 1996 年改名為獨立定價與管制庭 

（the Independent Pricing and Regulatory Tribunal, IPART）, 作為針對包括

水事業等在內的具有獨佔力事業的最高價格之制訂及監控（類同於針對

利潤率上限的管制）機構。 

另一方面，由澳大利亞雪梨之例子可知，藉 BOO 方式除減輕政府財

政負擔外，亦可引進民間新技術及有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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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 

一、民營化背景 

1997 年日本的主要的供水企業有 1,960 家，幾乎皆為公營，最大供

水商供應的人口數為 1 千 1 百萬，最小者供應的人口數僅為 5,000。自來

水供應組織的規模、類型、管理風格、營運成本及水價上巨大之差異性

引起主要關於自來水業是否有規模經濟存在之爭論。 

日本自來水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厚生勞動省，各縣市鄉

鎮等地方自治經營自來水事業須獲得厚生勞動省許可，自來水事業仍以

公營為原則。 

相較於美國、英國與澳大利亞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推動現況，日本

於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仍侷限於廠務勞務外包（廢水處理、廠內清理及抄

表等），如美國與澳大利亞以 BOT 及 BOO 方式之公民營合作案仍然未

見，此乃因自來水事業經營管理者必須經厚生勞動省許可。 

有鑑於英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日本目前財政正處於不佳情況，亦

開始檢討民營化或活化自來水事業，其中如何活化民間資金及技術投入

公務部門以提高經營管理效率與技術能力。 

二、民營化過程 

日本於 2001 年 7 月公告水道法（自來水法）修正案，明訂自來水事

業管理委託第三者之相關規定，第三者乃指具有自來水技術管理者同樣

資格、技術能力之自來水事業或法人機關。因此，東京都水道局、柳井

地域廣域水道企業團、兵庫縣企劃廳、愛知縣企劃廳等淨水場營運管理

部分委託民間，其結果為經費支出減少且提高效率。 

 



三、民營化實施成果 

伴隨著水道法修正，自來水事業單位預測今後委託民間之合作契約

會逐漸增加（齋藤，2002）。因此，由日本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可知

其推動民營化經驗仍然不足，目前正處於開始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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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共同點 

自來水事業包含上游(取水、貯水)、中游(導水、淨水)及下游(送水、配

水)等相關業務，由前述美國部分都市、澳大利亞雪梨市及英國(英格蘭與威

爾斯)等實施民營化之自來水事業單位，可歸納共同點如下： 

1.水源開發之取水與貯水為公營範圍。 

2.中游(導水、淨水)與下游(送水、配水)可依合作契約方式委託民間。 

3.自來水與下水道可委託同一民間公司經營。 

4.民營化後可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5.水價、服務品質與效率皆受監督。 

從上述實施民營化之案例，報告資料皆未提及民眾抱怨水價，英國實

施民營化後之前 5 年(1989 年至 1994 年)，平均每年水價提高 5%，5 年來

水價漲幅為 25.2%，但考慮 5 年來物價波動，則實際降幅為 28.7%。由於提

供更高品質的水及增設設備，故民眾亦可接受水價調漲。由此意味著，水

價必須配合服務品質與效率，民營化不一定要使水價降低。若服務品質與

效率不佳，透過監督或相關機制則可以降低水價，或不予續約。由國外民

營化經驗，可知若水價不具民營化競爭，則公民營方式不易推動或委外業

務有限(設計、抄錶、廢水處理)，因此水價合理化有助於推動自來水事業民

營化。 



 48 

第五章 我國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可行性評估 

第一節 自來水事業、石油產業及電力事業經營特性比較 

一、公營事業解除管制之趨勢 

過去，基於產業結構上的特質以及科技上的限制，石油、電力、自

來水事業及其他等公用事業多被視為典型的獨占事業，由於其對民生與

經濟發展的必須性，為貫徹對人民生活安定與安全等生存條件的穩定，

對於一般公用事業之經營，均設有各種程度不一的經濟管制制度，以期

避免獨占力之濫用，並維護費率之合理性與供給的穩定充分。然而，隨

著全球化經濟發展的競爭之下，為貫徹解除管制促進市場公平競爭之精

神，以落實經濟自由化之政策，對於具有自然獨占、稀有資源分配使用、

公用事業、國防安全等特性之管制性能源產業，如電業、石油業、自來

水事業等，實有必要逐步開放競爭，以提升產業未來之國際競爭力。 

1. 石油產業解除管制概況 

自民國 89 年政府核准台塑汽、柴油上市後，國內油品市場便已局

部自由化，並且在民國 90 年 10 月 11 日公布「石油管理法」，其立法

精神為促進石油業之健全發展，維護石油市場之產銷秩序，確保石油

之穩定供應，增進民生福祉，並發展國民經濟兼顧環境保護，油品市

場自此進入全面自由化的階段，同時，包括汽柴油等油品也可以依法

自由輸入，參與國內油品市場的競爭。 

2. 電力事業解除管制概況 

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電業法修正案提出將我國電業架構由「公營

獨占」轉為「民營競爭」，由集中式電力系統轉為分散式電力系統，政

府將從過去的全面管制者及計畫主導者，變為市場秩序的建立者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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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的維護者。電業法修正攸關我國電業自由化與台電民營化之推

動。台電於九十二年民營化後，將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業、輸電

業及配電業之設立，打破台電壟斷局面。 其中，綜合電業、輸電業及

配電業為公用事業，其電價及各種收費率予以管制，並負有供電義務，

可確保電力穩定供應並維護民眾權益。發電業則歸屬於非公用事業，

可以躉售電能予以任一家綜合電業、其他發電業或配電業；可自設線

路直接供電售予用戶；可與用戶簽訂雙邊合約，並由電力調度中心透

過電力網調度以轉供電能予用戶，但不管制其電價。 

3. 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概況 

為有效管理水資源，行政院長游院長於今(91)年 5 月 9 日已指示經

濟部針對自來水事業採取分區經營管理進行研究，並思考民營化的可

行性；官員表示，未來將採兩階段方式，先依台灣的水系，分為北、

中、南等數區經營，再進一步民營化，台北自來水事業也擬回歸中央，

納入擴大分區機制。 

行政院評估考慮擴大分區後，初期台北自來水事業將回歸中央，

納入擴大分區機制，官員強調，此舉將強化市場競爭機制，除有助於

訂定合理水價外，未來若能民營化，將可提升管理效能，避免類似水

管漏水等現象經常發生。為了提高國營事業的競爭力和價值，行政院

「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委員會」於今（91）年 8 月 20 日召開會議，並

作出決議，把國營事業的民營化時程縮短一到兩年，並強制執行。關

於自來水公司民營化實施時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與監督委員會則

將協調經濟部於 91 年 12 月底前分別提出民營化方案與民營化可行性

分析。 

二、自來水事業、石油產業及電力事業特性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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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營事業經營角度而言，自來水事業、石油產業及電力事業具有

之經濟特性可分別以供給面、價格面及需求面予以探討。且就各事業之

之經營體制特性作一比較，以評估自來水事業之各項經營項目是否適用

解除管制及開放自由化競爭機制。 

由表 5-1 之各事業特性比較顯示，以產業經濟之成本供應面而言，自

來水事業受制於區域性的資源取得及利用，相較於石油及電力兩事業明

顯受限，若要解除自來水事業管制並朝向自由化及民營化機制之建立，

仍需朝向公民營合作之方式(如美國、澳大利亞及日本之部分都市自來水

事業)，方能確保水源取得之穩定性及充分保障民眾用水之安全性。同

時，制定水價合理化以落實合理利潤之獲得，方能建立事業競爭之誘因。 

表 5-1 自來水事業、石油產業及電力事業特性比較表 

項目  自來水事業  石油產業  電力事業  

-原料取得  屬於國家資源 開放進口  開放進口＊

供給面  
-製程方式  區域水質狀況 可獨立煉製  可獨立發電  

-現行價格  無法反映成本 反映成本  反映成本  

-法令規範  應獲合理利潤 應獲合理利潤  應獲合理利潤價格面  

-價格管制  自來水法 (A) 石油管理法 (B) 電業法 (C) 

-安全性  生命健康保障 民生、產業穩定  民生、產業穩定
需求面  

-規模性  區域規模  產業規模  產業規模  

   本研究整理                                  註＊：水力發電除外 
 
A：(1)自來水水價之訂定，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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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省（市）主管機關擬定，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自來水法第 59 條) 
(2)自來水事業依前條規定擬定水價詳細項目或調整水費，應申請

省（市）主管機關核定之；並呈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自來水

法第 6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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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有影響國內石油穩定供應或國家安全之

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

安全存量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石油管理法第 21 條) 
 

C：電業擬訂或修正營業規則、電價及各種收費率，應送經地方主管機

關或其事業所屬機關加具意見，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在當地

公告之。 
國營電業費率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理法第 20 條之規定。 (電業

法第 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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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必要性之探討 

過去二十年來自來水事業的發展歷程，基於背負著當時政府所賦予的

重大使命，以著重於量的擴增為主要經營策略，並加速提高自來水之普及

率。惟近幾年來，由於國民生活品質提昇與產業用水需求的發展，量的增

加顯然無法滿足社會上一般民眾的要求，更甚而要求質的提昇，然而，用

水需求量日增而水源開發則日益困難，水源遭受污染日愈嚴重而水質標準

則更加嚴格，營運成本逐漸上升而水價則遲遲無法反應成本。檢視現行自

來水事業投資報酬率，省水公司(90 年)為 0.31%及北水處(89 年)為 0.65%，

均與現行法定最低投資報酬率 5%尚有一段距離。然而，依現行自來水法及

施行細則規定，水價調整不論幅度多少，均需主管機關核定，並送民意機

關備查，而實質上為受審議，而往往因政策上之考量，以致無法適時合理

反映成本，造成自來水事業長期仰賴政府投資，不僅徒增政府財政負荷，

亦不符合使用者付費及節約用水之原則。因此，為建立合理水價，解決中

央政府財政負擔，使水價反映成本，活化自來水事業經營體制，實有賴於

自來水事業經營之解除管制，以建構競爭機制，提昇服務品質。 

茲將自來水事業發展趨勢以求解除管制之必要性條件說明如下： 

一、人口成長用水需求增加，國民生活品質提高 

因人口之自然成長，供水人口逐年增加，民生用水之需求量亦呈

穩定成長之趨勢，預估民國一百年生活用水量將達年需水量 4,242 百萬

立方公尺以上。同時，因教育水準及國民所得提高，民眾逐漸重視生

活品質，而自來水是一種衛生安全的保障，社會大眾對於水質服務品

質之要求，將更加嚴格。 

二、強化自來水基礎建設，提昇國家競爭力 

自來水是工業生產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用為製造用水、冷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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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鍋爐用水及其他用水等。完善的自來水設施，才能穩定供應自

來水，充分支持產業的發展，帶動經濟成長，有助於推動提昇國家競

爭力。近年來各工業區陸續開發，如彰濱，濱南、南科、馬稠後等，

未來工業用水需求量將大幅增加，依照工業用水需求推估至民國 100

年將達年需水量 2,490 百萬立方公尺以上，此外各新市鎮或特定區之都

市開發，亦必須配合供水，宜及早籌劃水源因應。 

三、提高自來水服務品質，擴充電子化服務 

為符合高度工業化的社會需求，應提供省時有效率之服務，以爭

取用戶時間價值，特別在用戶之申請繳費查詢等服務方面，傳統式之

排隊等候將無法適應，而電子化之自動化服務作業方式，將是未來自

來水業為民服務之主流。其他有關用戶權益的事項如水質安全、用水

常識、用水權利義務關係、水費服務費之訂定收取等都要有明確而公

平之規範，用戶將視之為自來水事業必須具備的服務品質。 

四、配合相關法令，強化營運管理績效 

依自來水法規定，以經營自來水為目的之事業稱為自來水事業，

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目的為追求經營效益及提昇服務品質，現階段

政府對自來水事業經營之相關法規如下： 
 

第 2 條 自來水事業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省及直轄市為省(市)
政府；在縣(市)(局)為縣(市)(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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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省(市)政府為建設管理及監督自來水事業，得專設機構。 
第 7 條 自來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 
第 8 條 公營之自來水事業為法人，其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企

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業。 

自
來
水
法 

第 9 條 民營之自來水事業應依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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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中央或省(市)主管機關得視自來水之水源分佈、工程建設與社會經

濟情形，劃定區域，實施區域供水。前項經劃定之區域，中央或

省(市)主管機關得因事實需要修正或變更之。 
第 14 條 在劃定之供水區域內，中央或省(市)主管機關得輔導二個以上自來

水事業協議合併經營；如不能獲得協議時，並得以命令行之。 
第 16 條 本法所稱自來水，係指以水管及其他設施導引供應合於衛生之公

共給水。 
第 17 條 本法所稱自來水事業，係指本法規定以經營自來水為目的之事業。 
第 18 條 本法所稱自來水事業負責人，在公營自來水事業，依其事業本身

有關法令之規定；在民營自來水事業，依公司法之規定。 
第 20 條 本法所稱自來水設備，包括取水、貯水、導水、淨水、送水、及配

水等設備。 

自
來
水
法 

第 24 條 興辦自來水事業者，應依水利法之規定，向水利主管機關申請水

權登記，暨與水權、水源有關之水利建造物之建造、改造或拆除

之核准。前項申請，應由自來水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之。 
第 2 條  國營事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便利人民生活為目的。 

第 3 條  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左： 
一 政府獨資經營者。 
二 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 
三 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

分之五十者。其與外人合資經營，訂有契約者，依其規定。 
第 4 條  國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

並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但專供示範或經政府特別指定之

事業，不在此限。 
第 9 條  國營事業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斟酌實際需要，設置總管理機構

以管理之： 
一 性質相同之事業。 
二 事務密切關聯之事業。 

第 10 條  國營事業之組織，應由主管機關呈請行政院核轉立法院審定之。 

國
營
事
業
管
理
法 

 

第 13 條 國營事業年終營業決算，其盈餘應繳解國庫，但依本法第四條專

供示範或經政府指定之特別事業，如有虧損，得報由主管機關請

政府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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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可行性之評估 

一、競爭機制建立之可行性評估 

自來水事業除具有自然壟斷的特性外，因生產流程包括上游的水

源開發、中游的淨水以及下游的配水三個主要的生產階段，構成垂直

整合的營運關係（依據表 3-8 所示）。因應這三個不同屬性的生產流程

(如圖 5-1)，相關經濟效率以及競爭機制的考量也有所不同，有必要分

別規劃解除管制的步驟。 

 

加壓 取水 水庫

茲將自來水事業經營所涉及之水源開發、淨水工程及配水工程等

三大主要產業過程之競爭機制建立之可行性分別說明如下： 

 

圖 5-1 自來水事業生產流程圖 

(省水公司統計年報) 

水源(地面水) 管道 
圳路 

膠凝,沉澱
消毒 加藥 混合 過濾

加壓 

配水池(塔)輸水管路

工業及其他用水

家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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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源開發 

首先，探討上游的水源開發。依水利法第 2 條規定，「水為天然

資源，屬國家所有，不受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由於水

資源為國家所有，政府有責任落實水資源保育工作以確保供水品質

及供水穩定，同時提高自來水供水普及率。一般而言，水資源事業

是以公共利益為考量，其利益多為人民所共享，同時，其具有公共

功能，包含衛生、社會安全、消防及防災等，係稱水資源為一種「公

共財」並具有其社會責任之特殊公用性。也正由於水資源為重要的

公共財，其所創造的利潤亦應歸全民所有，是以不宜由民間私人獨

享，換言之，自來水事業在這個生產階段，應維持公有公營的經營

型態。 

2. 導水、淨水工程 

導水、淨水工程，在基本上是可與水資源的開發區隔，形成單獨

的中游市場。考量省水公司及北水處的營運現況，淨水場散佈各鄉

鎮。淨水場設置的主要考量因素為地形，市場需求等限制，顯見就

中游的淨水過程而言，在技術以及導水成本等考量下，生產性的規

模經濟現象並不顯著。在這樣的背景下，純就市場中淨水場間的平

行競爭機制而言，開放淨水場民營或公有民營，既不侵害水資源的

公有特性，又無妨於經濟效率之追求，可望立即改善資源配置效率。 

此外，由於水資源目前的營運屬於連續性獨佔 (success monopoly) 

的市場結構，其中，在中游的淨水與下游配水業之間的垂直聯結關

係下，產生類似雙邊壟斷的危機，恐造成因雙重邊際化 (double 

marginalization) 的問題，致使水價的加重扭曲。在這種狀況下，為

維持民營化政策的初衷，惟有維持中游或下游的市場開放，才能確

保下游的市場競爭機制順利運作 （莊春發，2002）。由於相對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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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送水、配水工程，淨水場的設置較容易，是以促使中游市場發

揮競爭機制，乃為摒除此雙重邊際化扭曲的適切作法。在作法上，

現有淨水場可參考其餘國營事業民營化的歷程，以釋股、財產拋售

等方式，逐漸將公營轉化為民營淨水場，或將淨水場操作管理以契

約方式採公有民營。未來伴隨新市鎮的開發，以及人口的增加而產

生新設淨水場的需求時，亦應可考慮直接以民營方式處理，亦即依

自來水法第 7 條，自來水事業准許民營。儘管新設或既有(拋售)淨水

場完全由民間擁有與操作管理(例若 BOO)，但政府仍然依法監督民

營淨水場，且負有確保水質安全之責任。 

3. 送水、配水工程 

下游送水、配水工程解除管制的因應考量最為複雜，此乃因輸水

管線鋪設、維護、更新，以及對用戶端的服務等複雜生產流程的特

性。一方面，這個階段的生產過程涉及輸水管線，呈現顯著的密度

以及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density/scale)，換言之，生產事業規模必

須夠大，才能符合效率的要求。但如是，在既定的需求市場中，就

無法容納足夠多的大廠商，產生競爭壓力，發揮競爭機制，以達成

資源配置效率，嘉惠社會大眾 (Shepherd, 1997)。 

對於這個問題，各國主要有兩種因應辦法：將相關的公共事業收

歸國營（公營），或在政府監管下開放民營。國營企業的理念是使

對應的壟斷利潤由全民所共享，然而，在缺乏競爭的機制作用下，

公營事業往往產生很多的弊端，反而造成了效率的損失。這也是各

國相繼將公營事業民營化的主要原因。 

下游送水、配水事業之轉化民營，必須有配套的監管機制，一方

面，根據實際密度及規模經濟現象，對應市場需求現況，規劃適當

的配水事業之範圍、區塊，以確保民營化後之配水事業取得密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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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規模經濟之效率。另一方面，針對開放民營後所呈現的寡佔市場

結構，賦予送水、配水事業較大的市場壟斷力量，在民營企業之利

潤導向下，政府應針對廠商訂定合理利潤率的上限，以兼顧私人企

業的利潤誘因，又得以間接地監控水價，以保障最終消費者的權益，

落實社會福利的增進。 

民營化後的配水事業間，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除與輸水管

工程相關的作業需維持既定規模，以滿足效率要求外，對於更下游

用戶端的服務等，則可以委外的方式運作，以降低營運成本，增加

競爭力。在這層面上，更可進一步促成下端相關服務事業的興盛，

增加市場競爭性，促進就業，達成資源配置效率。 

此外，北水處與省水公司之自來水普及率已分別達到 99.44%與

88.68%，顯示過去自來水事業努力於提高普及率已具有具體成果，

許多都市鄉鎮皆已具備完善送水、配水系統，換言之，自來水管線

網路皆已大致完成。由於管線網路之建設及維修需投入龐大資金，

同時，自來水法第 14 條規定劃定之供水區域僅允許一個自來水事業

單位經營。因此，依法或依經濟利益之考量，在同一供水區域下，

當然不會有二個自來水事業各自興建管線網路互相競爭。基於此論

點，在一個供水區域內僅能有一套管線網路系統供自來水事業使

用。如前所述，台灣地區之自來水事業已達高普及率時代，管線系

統已建設完備(除漏水率高)且屬公營，如欲提高既有公營送水、配水

經營效率與服務品質，可優先考慮採公有民營，視其績效再檢討完

全民營方式。參考美國、澳大利亞之自來水事業經營雖以公有民營

機制為主，但是否包含送水、配水項目則有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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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來水事業解制後之管理架構 

現行我國自來水事業的管理機構於省水公司屬中央政府經濟部國

營會，於北水處乃屬台北市政府，此機構之功能在於確保水公司有合

理的資本報酬來提供適當的資金執行功能的職責，其中法定合理之資

本報酬在兩者自來水事業單位皆由其主管機關分別訂定之；另外，主

管機關尚需具備的職責包括了確保在鄉村偏遠地區的消費者受到保護

的權利、確保水價不可有過度優惠或差別取價的情況，並當市場開放

後需擔負監督業者競爭與執行成效之責任。 

一但合理水價足以獲得利潤，因而創造企業競爭誘因時，自來水

市場得以進一步解除管制，使得開放民間企業參與經營，此時，合理

水價訂定時程及未來相關單位管理組織架構亟待加強確立。 

1. 合理水價訂定程序 

為期水價調整朝向制度化、透明化、合理化，及減輕民眾對水價

調整之預期反彈心理，因此應在以不影響人民之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之

原則，充分落實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民國八十八年營建署(精省前自來水事業主管單位)依據「全國國

土及水資源會議」之決議，草擬的合理水價調整機制如下： 

第一階段 短期為自來水法未修正前，明訂此階段，水價調整幅

度在上期水價 3％以內者，由自來水事業擬具報主管

機關核定；調整幅度在上期水價 3％以上者，由自來

水事業擬具陳報主管機關組成「水價評議委員會」審

議。 

第二階段 為中長期將修正自來水法暨相關法規，水價公式由民

意機關核定，水價調整由主管機關組水價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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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核定。此階段將自來水事業投資報酬率明訂為 5

％至 9％，其中國營自來水事業(省水公司)水價公式，

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 定報立法院審定；直轄市自來

水事業(台北市)水價公式，由直轄市政府擬定報市議

會審定；至於縣市自來水事業(金門及連江縣)，由縣

市政府擬定報縣市 議會審定。 

此時，水價調整程序也明定調幅在上期水價 3％以內

者，由自來水事業擬具報主管 機關核定；調幅在上

期水價 3％以上者，由自來水事業擬具陳報主管機關

組成 「水價評議委員會」審議；其調整程序與未修

法前相同，均參酌油、電價調整模式。 

其中，「水價評議委員會」組織需有待法令確定，其成員包括消

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民意機關代表、政府

機關代表、自來水事業代表及自來水事業主管機關，其中消費者保護

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不得少於總人數二分之一。 

2. 管制機構之業務執掌 

自來水事業為一公營事業，其不但肩負社會經濟發展之使命，更

需確保衛生以維護民眾生命安全，故未來解除管制後，除上游水源開

發因必須遵守水資源為國家所有之法令規範，及水權不易取得，而必

須以公營為主之考量外，其中、下游之淨水處理與配水設施之操作營

運，可能介入民營事業參與，以充分提高水資源使用效率，為達此事

業得以公平競爭並保障供水安全，各相關業務及行政單位之監督管制

架構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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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安全及環境衛生 

水 資 源 調 配 政 策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自 來 水 營 運 政 策  
經 濟 部 國 營 會  

台 北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署 (局 )  

衛 生 署 (局 )  

確保事業公平競爭  公平交易委員會  

圖 5-2 自來水事業相關業務管制架構圖 

 

 

 

 

 

 

 

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甚而民營化之考量，仍需依循水資源體系之

整合與利用，因此仍需由中央政府機關主導水資源開發與調配工作，

並依據水利法第 18 條規定各用水標的優先順序，一但發生缺水與水

源調配問題，由中央統籌分配水資源之運用，並確保民生用水之基本

需求。為因應解除管制後現有自來水事業單位亦可能面臨民營化之問

題，各相關水利單位之管理組織功能執掌如表 5-2 所示。表中所示惟

當自來水事業免除政策任務後，視為一般供水服務業時，可考慮檢討

公民營合作或民營化方式經營，以求達到經濟效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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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水利單位之管理組織功能執掌 

主管機關 管理項目 功能執掌 

經濟部 
水利署 

1.水利建設 
2.水利行政 
3.政策規劃 
4.水庫建造管理 

1.水源開發與調撥 
2.整合水資源管理制度 
3.制定自來水法規 
4.規劃自來水事業供水區域 
5.管理及規劃民營化架構 

1.省水公司 
2.北水處 

自來水中、下游營

運 
1.負責導水至售水服務 

(部分營業項目可委託經營) 
2.配合規劃民營化供水區域 
3.制定合理水價 

參考資料整理：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研究」

民國 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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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解除管制之做法及其配套措施 

第一節 解除管制之規劃 

一、研訂水價合理調整機制 

水價合理化之基礎在於貫徹使用者付費原則，並能適當反映水源

開發及處理成本。然而現行水價過於低廉，與合理水價相差過鉅，造

成許多負面效應。為貫徹使用者付費原則，養成節約用水之習慣，提

高自來水事業單位服務品質，減輕水源開發壓力及政府財政負擔，合

理水價之實施已刻不容緩。且唯有改善目前極為不合理的水價，方能

落實取得合理利潤以進而創造競爭誘因，提昇用水服務品質。茲將水

價計算結構及合理水價機制說明如下： 

1. 水價計算結構 

自來水公司自精省後，仍延用原自來水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規定之水

價計算公式： 

平均單位水價= 
成本 + 合理利潤

售水度數  

而台北自來水事業處之水價計算公式，係依台北市議會通過，並經

行政院轉請之法院核備之公式計算水價： 

平均單位水價= 
營運費+維護費+稅捐+折舊費+財務支出+投資報酬 

售水度數 

兩事業單位之水價計算公式均以成本加利潤為分子，售水量為分

母，與其他如電力、電信、中油等事業單位之費率計算公式相同，並

符合自來水法第 59 條第一項之規定，堪稱合理。 
 



惟依據 88 年度決算計算，兩自來水事業在投資報酬率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九之應有平均單位水價如表 6-1 所示，北水處與省水公司之水

價則分別為 10.49~12.31 元與 15.28~18.70 元，而目前兩單位之現行

水價僅為 7.7 元及 9.0 元。 

表 6-1 不同投資報酬率下計算之平均單位水價 

平均單位水價（元） 投資報酬率 
(%) 自來水公司 北水處 

5 15.28 10.49 

6 16.13 10.94 

7 16.99 11.40 

8 17.84 11.85 

9 18.70 12.31 

資料來源：王禮忠（2000）、賴祐  「合理水價之探討」， 吉吉 
吉 

中華水資源管理季刊，第六期。 

2. 合理水價機制 

現行自來水事業單位對於其供水區域均採取統一水價，其主要

優點為公平性考慮，但其缺點惟因各區域之給水成本不同，無法反

映機會成本造成供水浪費。對於合理水價機制訂定無須強求統一水

價，實應參酌各地區水源供應實施情況，考量其時空差異性成本，

如水源豐枯差異，制定合理而彈性之水價政策。另外，為確保基本

民生用水之供應穩定，並落實使用者付費與水資源永續利用經營，

合理水價政策應包括下列考量： 

(1)訂定基本生活用水量 

水乃生活必需品，應確保民眾基本之生活用水量，而此基本生活

用水量，在不低於平均單位成本下，可採低廉之基本水價；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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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圍之用水量，則藉分段累進費率收取較高水費，落實以價制

量之原則。 

(2)加大分段累進費率 

現行水費價目之分段累進級距，最高僅二元，無法促使用戶節約

用水，為充分反映用水量越多成本越高之事實，及以價制量，減

緩水源開發壓力，故應顯著加大各段之累進費率差距。 

(3)宜採差別費率及季節性訂價方式 

對於水源缺乏之高成本地區，如澎湖、阿里山，其觀光事業大量

用水，宜採差別費率，以反映區域性供水成本差異。此外，我國

降雨型態具有明顯豐枯季節，為促使用水戶珍惜水資源及節約用

水，水價亦可比照目前電價針對尖、離峰用電情況不同採高低費

率方式訂定，以反應季節性差異。 

(4)應包含水資源開發之回饋金  

依自來水法中明訂，由水價外附徵一定比例之費用，協助水質水

量保護區土地受限地區地方建設，目前北水處已於水價中，每度

水加收 0.2 元之回饋金，而省水公司則尚未附加。 

二、解除管制後我國自來水事業之分區經營 

1. 中央統一經營 

自來水事業經營方式可分為（1）公有公營、（2）公有民營、（3）

公民合營及（4）完全民營等四種；依分區經營可分為中央統一經營

或分區經營，我國省水公司及北水處之經營方式皆為公有公營之分

區經營方式。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於 82 年 6 月

之研究報告「台灣地區自來水事業中央統一經營之實質利弊評估與

研究」中指出我國不適用中央統一經營。經濟部水利署委託萬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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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期末報告（91 年 9 月）「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

模式之研究計畫」，亦指出我國自來水事業不適採用中央統一經營。 

自來水事業屬地方自治政府公務性質，宜由地方自治政府負

責；採用中央統一經營與政府組織（含業務）縮小之政策、趨勢相

違背，世界各國以分區經營為原則，由國家授予專營權。此外，目

前北水處為台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北水處、台北市政府與台北

市議會皆反對被納入中央統一經營。 

2. 分區經營 

前述世界各國自來水事業一般採用分區經營，我國目前北水處

與省水公司乃採分區經營，與世界潮流相符。然而目前之分區經營

範圍，從水源水質、淨水成本到送水配水區域特性（人口密度與產

業結構），即從自來水事業上游、中游到下游生產流程觀之，顯示北

水處於各項條件皆優於省水公司，故第三章所述北水處之經營績效

亦都優於省水公司，因此在比較省水公司與北水處之經營績效時，

由於經營體質差異甚多，實無比較之意義。 

分區經營劃定之檢討應考慮經濟規模及水源流域，然而目前乃以

當時行政區域為考量（省及院轄市），前述「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模式

之研究計畫」亦指出分區經營之方式，即（1）北水處與省水公司一併

納入劃定分區經營，及（2）僅省水公司重新劃定分區經營。由於北水

處納入重新劃定分區經營牽涉北水處、台北市政府與台北市議會等單

位之同意，故不予多加論述。相對地，以省水公司為對象重新劃定分

區經營之優劣分析如表 6-2 所示，可以分為二個分區或多個分區，強調

劃定分區時應以水源流域為分區依據外，對經濟規模之檢討則仍待藉

由經濟分析深入檢討。 

總合上述解除管制後我國自來水事業經營區域之檢討，可知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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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央統一經營，建議可以同時考量水源流域與經濟規模分析以檢討

經營分區之劃定。 

 

表 6-2.省水公司重新劃定分區經營優劣勢分析 

經營模式說明 相對優勢 相對劣勢 

A.兩個公司分區

經營模式 
水公司與高高屏

自來水公司（名

稱假定）兩個自

來水事業體分區

經營 

(1)水公司規模縮小，中央

可減輕一部分財政負

擔。 
(2)滿足高高屏地區獨自

經營自來水事業之宿

願，增加當地居民向心

力。 

(1)新公司承接所分割之財產

及清償應分擔之債務，財

務負擔加重，影響其未來

經營績效。 
(2)重新劃定供水區域，研訂

分割計畫以及籌設新公

司，經政府及民意機關審

議費時長，法令修訂及實

務上均難克服，變更組織

成本較高。 

B.多個自來水事

業體分區經營

模式 
水公司之供水區

域，劃分為三個

以上大供水區

域，或依地方水

源來劃分多個小

供水區，各設自

來水事業體分區

經營。 

(1)各水公司可相互競爭。

(2)地方政府有機會接管

縣境供水區區域內自

來水事業為縣營公用

事業，增加政治號召

力。 

(1)同 A 之（1）及（2）。 
(2)供水區域內無大型都會

者，水費收入少，增加虧

損。新公司越少，越難經

營，對用戶及社會不公

平，影響工作人員士氣。 
(3)將一個國營公司分割成數

個小公司，化簡為繁，不

符合組織精簡原則。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供水區域約 3 萬平方公里，地方政府也有意要求將水公司分

割分區經營之意。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模式之研究計畫」研究工作報告書，

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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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除管制後我國自來水事業經營方式 

由前述第四章「國外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現況」及第五章「我國自來

水事業解除管制可行性評估」之論述內容，從自來水事業生產流程及國

外民營化經驗（英國除外），可知推動解除管制之經營範圍為中游（導

水、淨水）及下游（送水、配水），而上游仍應維持公有公營。 

一般自來水事業經營方式可分為（1）公有公營、（2）公有民營、（3）

公民合營及（4）完全民營等四種，由於公有公營方式受制於政治操作

及官僚體制之影響，導致常有經營效率不佳，服務品質改善緩慢及依賴

政府財政補助等缺失，故先進國家目前皆導入民間知識、技術與資金等

以活化公營企業。如前述，英國是目前唯一完全導入民營化的國家，以

英格蘭與威爾斯區域為主，佔全英國 75﹪供水人口，其餘北愛爾蘭仍維

持公有公營、公民合營或公有民營方式。此外，法國以公有民營佔 78

﹪；德國公營為 87﹪，公有民營為 12﹪；美國環保署則積極推動 3P，

鼓勵公有民營或公民合營。日本則於 1997 年通過 FPI（Private Finanace 

Initative）法案，促進活用民間資金於公用設施之規劃、建造、營運管

理，並於 2001 年通過自來水法修正案，授予委託第三者操作維護管理

之法源及規範第三者資格，因此可知目前先進國家皆努力將民間知識、

技術與資金導入公營企業，以活化公營企業並能永續發展，如此可以得

到下列優點。 

1.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以舒緩政府財政困境。 

2.配合政府組織再造，縮小政府組織規模。 

3.開創新領域產業，活化經濟活動。 

4 民眾可以得到較佳的服務品質。 

5.不受政治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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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除管制後我國自來水事業中、下游經營方式 

依自來水法第八條「公營之自來水事業為法人，其組織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業」。自來水事業若能

適當地活用民間知識、技術與資金等豐沛資源，則可達成以企業經營方

式，以事業發展事業之目標。如表 6-3 所示，自來水事業可分為（1）

公有民營、（2）公民合營及（3）全面民營，目前我國將民間知識及技

術導入自來水事業以規劃設計、勞務工作（廢水處理場操作、抄表、檢

漏、場內環境清潔與儀錶電機維修等）為主，對淨水場委外操作乃省水

公司澄清湖、翁公園與拷潭淨水場高級處理設施之委託 15 年代操作為

首例，可見國內自來水事業單位經營者已開始導入企業經營觀念。 

但自來水事業單位如何展開（1）公有民營與（2）公民合營之經驗

仍然欠缺，相關法令（如民間資格之規範與管理）等方面皆有待參考國

外經驗訂定之。解除管制後自來水事業中、下游經營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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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自來水事業經營方式優劣勢分析 

經營方式說明 相對優勢 相對劣勢 

1.公有民營 
（所有權仍為政府

所有，業務經營授

權委託外包） 

A.經營權全部訂約

授權委託模式。 

B.業務適度委託外

包模式。 

(1)可以適度引進市場機

制，導入企業化經營精

神。 
(2)運用社會民間充沛資

源及經驗提供較優質

之服務，改進服務品質

與經營效率，節約人

力，降低經營成本。 

(1)需要充分研究及配套措

施管理，委託外包始能見

效。 
(2)主管部門之監督管理能

力及操守，均須維持較高

之水準。 

2 公民合營

將公營自來水事業

之股權大量釋出，

使民間股權超過50
﹪，提高民間參與

決策及經營管理機

會。 

(1)民間自主性較強，經營

效率可提高。 
(2)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3)服務品質可提升。 

 

(1)自來水事業外部環境問

題未獲政府改善，民間投

資風險仍高。 
(2)水價不易調整、投資報酬

率偏低，不具投資誘因。

(3)增加用戶水費負擔。 
(4)須長期努力，十年內較難

實現。 

3.完全民營 
將公營自來水事業

絕大部分股權，轉

移給民間機構（公

部門之股份佔20﹪
以下）；所有權及經

營權悉由民間機構

所控管。 

同 2 之（1）、（2）、（3） 同 2 之（1）、（2）、（3）、（4）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事業最佳經營模式之研究計畫」研究工作報告

書，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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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有民營 

公有民營乃政府將公有資產藉由公開競標，以契約合作方式委

託民間執行全部或一部份業務，由於採行公開競標，故已導入競爭

模式。 

中游淨水場及下游送水、配水可一部份或全部以公開競標契約

方式委託民間執行業務，此種公有民營方式最普遍應用於國外大都

市淨水場與都市污水處理廠，由自來水事業單位依自身改造計畫，

有計畫地依預定時程釋出公務部門業務，漸漸縮小人員、業務之公

務編組，以提高經營績效及服務品質，如此對自來水事業既有員工

之衝擊影響亦可減至最小。因此，我國在推動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

後，建議首先請自來水事業單位檢討並擴大可委外經營之業務範

圍，並研訂委外經營之相關管理與監督辦法。 

2. 公民合營 

中游淨水場之公民合營方式，政府可將淨水場拋售給民間擁有與經

營，民間亦可自行興建、擁有及經營淨水場，淨水場產生之自來水可賣

給下游之公營或公民共組成之經營公司。下游送水、配水系統部份，政

府則可拋售給民間擁有與經營，或政府拋售部份資產給民間，由民間與

政府共組經營公司，特別強調國內自來水普及率於北水處與省水公司分

別為 99.44﹪及 88.6﹪，屬高普及率，依市場經濟規模及自然獨佔性，

不會有民間再投資興建另一送水、配水系統。換言之，現有送水、配水

區域不能許可第二家再興建送水、配水系統。但於新市鎮開發計畫，則

可由民間自行或公民合資投資興建、經營送水、配水業務。 

3. 全面民營 

全面民營即將中游淨水、下游送水、配水之資源全部拋售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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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英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之做法，由於全面民營，可避免政治

力與官僚制度之影響，但對自來水事業單位既有資產、員工等之處

理較不易，尤其需確保員工權益。 

解除管制自來水事業不論採(1)公有民營、(2)公有合營及(3)民有

民營，民間業者於中游淨水場、下游送水配水系統是負責操作維護

管理等事項，但是水質安全性及水量穩定性仍然是政府職責所在，

故依自來水法第九條政府設立專門機構如北水處、省水公司以監督

自來水事業。 

綜觀上述，我國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後之經營方式，可先採用（1）

公有民營方式，然後配合自來水事業單位改革計畫，循序漸進至（2）公

民合營，然後再視公有民營及公民合營之成效再檢討全面民營化之推動時

程，如此對國內自來水事業發展衝擊將減至最低，而且可藉由引進企業方

式經營，達成最終以事業發展事業之目標。 

表 6-4 解除管制後自來水事業中、下游經營方式 

經營方式 中游（導水、淨水） 下游（送水、配水） 

公有民營 將淨水場經市場競標以契約合

作方式將全部或一部份委由民

間操作管理。 

將公有管線網路系統經市場競

標以契約合作方式將全部或一

部份委由民間操作管理。 

公民合營 1.允許民間擁有淨水場，將淨水

售予公營給水場與送、配水站。

2.公民共組經營公司。 

1.拋售管線網路系統給民間擁

有及經營。 
2.公民共組經營公司。 

全面民營 將公有淨水場拋售給民間擁有

及經營。 
將公有管線網路系統拋售給民

間擁有及經營。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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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解除管制可能面臨之問題及因應對策 

一、水價調整，消費者態度有待觀查 

根據最基本的需求法則，水價的適度調漲，自然產生抑制需求量，

節約用水的效果。臺灣現行水價偏低，不敷成本，民營化後配合水價

的合理調整，一方面達到節制用水量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減少政府對

公營水事業的補助，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同時，對水資源的開發也自

然產生約制，達到保育目的，創造三贏。近年國際間皆體認水資源攸

關經濟體系之永續發展，進行相關的改革，以減少水資源的濫用（鄭

麗淑，1999）。政府亦應配合國際潮流，加強水資源保育的宣導，減少

解除管制後來自消費面的阻力。 

水事業開放民營後，政府得以從更客觀的角度，對民營水事業進

行監督，確保用水的質量，避免過去球員兼裁判的弊端。市場機制提

供的競爭壓力，更成為民營水公司追求卓越的最大驅力。消費者面對

更多的選擇機會，更能發揮消費者主權的機制，刺激廠商改善水質，

提升消費者的福利。 

自來水配水事業民營化後，因應下游配水的規模經濟需求，市場

將呈現寡佔市場型態，廠商因具備市場壟斷力量，在追求利潤誘因下，

將訂定高於成本的壟斷價格，危害社會福利的追求。因此，開放民營

後，政府應訂定水價監督的機制，予以民營水事業合理利潤率之管制，

避免廠商賺取超額利潤，危害消費大眾權益，而在水價合理化後，隨

法令與消費者之需求，在水質及服務品質上勢必嚴格加強，以俾消費

者對水價調漲的接受程度提高。 

相對地，由於偏遠地區的配水成本較高，民營化後，如果水價完

全反映成本，將負擔轉嫁給偏遠地區的消費者，影響基本生活品質，

造成不公平的現象。對應於類似電力、天燃氣等公共事業的共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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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攸關民生，政府有義務在合理的價格下，提供相關服務，滿足民

生基本需求。因此，在開放民營後，政府仍應適度予以補貼，以維持

偏遠地區的基本需求。補貼方案的設計，更應符合透明化的原則，以

避免對社會資源分配的不必要扭曲。 

自來水事業擬定水價詳細項目或調整水費，依自來水法修正草案

43 條規定應由自來水事業報請主管機關水價評議委員會審查後核定

之，由於迄今修正草案尚未通過，中央主管機關尚未制定水價評議委

員會組織準則。但依草案第二章自來水事業設立許可內容，為避免壟

斷可預見民營化之自來水事業經營主體將不只一家，而此恐延伸各級

地方主管機關將有各自的水價評議委員，會有各地水價迥異之可能

性。因此在制定水價評議委員會組織準則時，應有未雨綢繆的考量，

針對相關弊端，防範未然。 

另外，若未來水權費費率與徵收辦法公告後，各縣市主管機關得

設水權費率委員會亦會造成水權費不一的現象，未來委員會職責與功

能未明，但有關各地方水權費之制定其上下限應由中央規範。無論水

價評議委員會或水權費率委員會，未發揮其專業、客觀之功能，未來

宜設專職性較適宜，凡此皆對為來自來水事業的民營化產生影響（台

灣經濟研究院，1998）。 

二、企業組織改革，精簡人事考驗 

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後，可能會精簡人事減少冗員，以利企業經營

追求最大利潤，而此必定會衝擊現有在職員工。我國推動民營化時，

對於原有員工權益之保障及補償秉持之原則為：1.現有編制人員以繼續

留任為原則；2.因改制致使員工權益受損，應予補償；3.現行勞動條件

之變更或維持，由勞雇雙方協約之；4.權益之保障與補償，以從業人員

既有權益為基礎；5.權益之各項補償，由政府成立之「民營化員工權益



第六章 解除管制之作法及配套措施 
 

 75

補償金」支應。 

換言之，為使民營化任務圓滿達成，應兼顧效率與公平雙重目標，

落實員工權益保障，從工作權、薪資福利，到優惠認股，無償配股等

做法，都要有妥善的安排，以減少抗爭事件，加速民營化的腳步。 

三、確保企業公平競爭，應加強監督機制 

民營化確為符合當代潮流趨勢之做法，然而由民間辦理公用事

業，若是缺乏嚴密監督，便難以保障全體國民之消費權益，如定價過

高將增加民眾負擔，對使用者並不公平；若公共服務品質欠佳，在別

無其他代替選擇下，將造成整體社會福利的損失。因此，政府應制定

相關法令，聘請專業人員成立超然獨立的監督機構，負責審定訂價、

管理與監督的工作，以便對民營化後仍為區域獨占之公用事業，加以

合理的規範。 

在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後，原來由事業單位所負擔的政策任務、監

督管理工作，將來應就管理法規及機構明確其責任；自來水事業除謀

求合理利潤外，最重要的仍是確保供水穩定與安全，並提高服務品質。 

未來政府執行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在移轉時，管理方面應迅速立

法以保障企業與人民權益，即使是區域壟斷市場亦應有良性競爭機

制，對於控制與管理，可分成實際持有股權、決定黃金股份比率等方

面的內部控制，以及外部控制兩種方式。外部控制一般多由政府透過

立法來規範，如公司法、民營化後章程組織等相關法令的約束，藉由

修法達到監督管理事業的目的（黃森泉、王春源，1995）。 

四、企業型壟斷與不確定風險 

公營制度重視社會服務之目標達成，民營制度則較注重利益之獲

得，當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而民營化之後，亦產生造成各供水區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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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壟斷之風險，當企業以追求利潤為前提實，無法確保供水安全與品

質，進而影響消費者權益。另一方面，在不同供水區域之水價差別亦

可能引發消費者疑慮而造成社會不安，引發民眾抗爭等不確定性風險。 

為防止壟斷及服務品質之過大差異性，政府之相關監督單位應訂

定自來水事業營運及服務品質條件，如水質安全、服務效率、投資報

酬率…等，作為規範各企業參予競標時應具備之基本要件，並依以監

督企業於契約年限內之服務品質表現，以防範業者不法行為，保障民

眾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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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國內主要二個自來水事業單位為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省水公司）

及台北自來水事業處（北水處），其組織型態相異，分屬國營會之公司

法人及台北市政府一級事業機關。 

二、北水處須經台北市議會同意，才能改變經營現況（如市場結構重組），

北水處營業績效優於省水公司，且自來水事業屬地方公共事務，故北水

處不願意參與市場結構重組。 

三、國外自來水事業僅英國採拋售股權於全國實施民營化。 

四、美國、澳大利亞、日本等國自來水事業皆尚未於全國實施民營化，現有

實例以大都市採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方式（非民營化），以提高經營效

率、服務品質及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此外，一般將自來水與下水道合併

採公有民營方式。 

五、日本自來水事業仍為公有公營，僅少地方自治團體採公有民營方式（淨

水場委託操作）。 

六、自來水事業生產特性可分為上游（水源開發、取水）、中游（導水、淨

水）與下游（送水、配水），上游乃以公營為主，中、下游則可導入公

有民營、公民合營或全面民營化。 

七、中、下游導入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或全面民營化後，政府仍然依自來水

法執行監督，並對供水量穩定性及水質安全性負責任。 

八、現行水價偏低，使報酬率不及於 1%（低於法定 5-9%），仰賴政府政策

補貼，不利於推動中、下游之公民營合作或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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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省水公司「高雄地區自來水水質改善工程」澄清湖、拷潭、翁公園淨水

場高級處理廠竣工後委託民間操作運轉 15 年，乃首創國內自來水事業

中游（淨水場）公有民營先例。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79

第二節 建議 

一、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第一要務為水價合理化，以利於推動中、下游之

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或全面民營化。 

二、應依自來水法第 13 條，考慮水源流域與經濟規模分析，重新檢討國內

分區經營之劃定，以增進競爭機制。 

三、現有自來水法第 6 條已允許自來水事業民營，推動民營化過程可仿美

國、澳大利亞於近、中程先採公有民營方式，導入民間企業參與營業管

理。 

四、北水處與省水公司應檢討並擴大委託民間經營管理之業務範圍，以推動

公有民營方式。 

五、需研訂自來水事業公有民營、公民合營之相關管理監督辦法。 

六、全面民營化時對既有資產處置與員工權益皆需研擬配套措施及行政配

合，所費時日較久，故將全面民營化列為遠程目標。 

七、視公有民營、公民合營之成效，再決定推動全面民營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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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中 文 摘 要 

為配合政府檢討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第一階段工作之解除管制，本研究

以省水公司與北水處為對象，探討「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

研究結果顯示，國內主要二個自來水事業單位為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

司（省水公司）及台北自來水事業處（北水處），其組織型態相異，分屬

國營會之公司法人及台北市政府一級事業機關。北水處須經台北市議會同

意且自來水事業屬地方公共事務，故北水處不願意參與市場結構重組。國

外自來水事業僅英國採拋售股權於全國實施民營化。美國、澳洲、日本等

國業皆尚未於全國實施民營化，以大都市採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方式（非

民營化），以提高經營效率、服務品質及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自來水事業上游（水源開發、取水）乃以公營為主，中、下游則可導

入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或全面民營化。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第一要務為

水價合理化，以利於推動中、下游之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或全面民營化。

此外，應依自來水水法第十三條，考慮水源流域與經濟規模分析，重新條

檢討國內分區經營之劃定，以增進競爭機制。我國自來水事業於近、中程

應檢討並擴大委託民間經營管理之業務範圍，可先推動公有民營或公民合

營方式，研訂其相關管理監督辦法，視其成效再決定推動全面民營化時機。 
 
關鍵詞：解除管制、自來水事業、民營化 

 83 



英文摘要 (Abstract) 

To coordin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reviewing the first phase in privatization 

of water industry is deregulation, this research is taken by Taiwan Water Supply 

Corporation and Taipei Water Department as objects to probe into “Feasibility Study 

on Deregulation of Public Water Industry Market in Taiwan”. The former one is 

under the command of state-operated corporation, and the other is subordinate to 

Taipei Municipal Government. Taipei Water Department will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aipei City Council on this matter, and water industry belongs to local public affair; 

as far as its benefits is concerned, unlike Taiwan Water Supply Corporation is in 

financial deficits, Taipei Water Department is un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e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y, for 

instances, British enterprise is the only water supplier that sells in large quantities to 

the whole nation and brings privatization into effect. Other countries like USA, 

Australia, and Japan do not yet, but they adopt the measures such as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or the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local people 

operating together to increase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reduce the expenditure of the government.  

The upper courses of water industry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re mainly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mid and lower courses could be leaded to BOT, 

which i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companies, or BOO 

(Build-Own-Operate). However, the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water industry must 

consider making the water price reasonable as their first mission in deregulation.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13 of Water Supply Law,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n of 

water sources and economic scal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plan of 

domestic regional operation should be reviewed so a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For short and mid term, local water industry should either review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business authorized to private companies, or advance the 

BOT system, 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operate with private companies, drawing 

up the relevant means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in the end deciding the 

timing of promoting privatization depending on th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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