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Conservation Quarterly
第十期
02

序言

03

封面故事

紀實
■ 水利署 / 楊偉甫 署長

台中慈濟醫院開創節水愛水的醫療人文新典範
專訪莊淑婷副院長

07

節水里程碑
省水馬桶金級標章制度開始推動

10

■ 水利署 / 楊介良 ■ 工研院 / 王先登

節水典範
個人績優學校組－大葉大學
大葉校園雨水回收源源不絕，地下湧泉也幫忙

12

■ 編輯室

■ 大葉大學 / 洪月成

產品櫥窗
公共場所水龍頭的省水最佳拍檔 -One Touch 觸控式自動閥
■ 浩瀚國際有限公司

14

活動剪影
「愛水節水月」水利署攜手五都啟動節水列車

16

聰明節水
雨撲滿專題：從天而降的水寶藏

18

■ 編輯室

■ 編輯室

節水便利貼
節水評比、績優單位選拔及量販店省水標章專賣區徵求合作廠商
■ 編輯室

發行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
發 行 人：楊偉甫
發 行 所：經濟部水利署
地

址：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41-3 號 9-12 樓

編輯委員：田巧玲、王瑞德、賴伯勳、曹華平、賴建信、謝政道、王藝峰、張承宗
楊介良、楊宗翰、蘇嘉民、胡耀祖、楊秉純
總 編 輯 ：傅孟臺
副總編輯：盧文俊
執行主編：王先登
副執行主編：周芳旭
編 輯 群：黃序文、王今方、陳仁宗、李俊德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22-1 館

電

話：03-591-6261

傳

真：03-582-0471

設計印刷：創意有方設計有限公司

紀實
序
言
2

署長序

氣

■ 水利署 / 楊偉甫 署長

候變遷帶來極端氣候，未來旱、澇發生機率都

勵、與省水標章分級，另一方面也積極推動機關學校

會增加。再加上未來人口的增加以及經濟活動

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設備、輔導工商企業投入節水行

的擴張，將使許多國家陷入缺水的困境，因此聯合國

列。我們也在去年與內政部、高雄市政府攜手合作推

訂定每年 3 月 22 日為世界水資源日，而每年的 3 月

動鳳山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初期可以提

至 4 月是臺灣水情最為緊張的時候，經濟部水利署把

供 2.5 萬噸的再生水，解決大高雄地區用水缺口一大

3 月 22 日世界水資源日到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這

轉機，也是不受天候影響的「都市小水庫」。

段期間訂為「愛水節水月」，抗旱和節水，是一體二
面。除了抗旱有所因應調節外，水利署節水行動多管

為了鼓勵全國、全民、全面以實際行動，動手

齊下，希望在這一個月的時間，結合政府、地方與民

愛水節水，水利署也與五都、台灣自來水公司和企業

眾的力量，大家一起愛水節水，共度枯水期的挑戰。

界，展開中央與地方攜手「鼓動愛水節水、全臺動起
來」的節水大串連行動，包括：3 月中旬之後，各地

這期的封面故事報導了台中慈濟醫院的節水

方政府陸續舉辦愛水節水活動；以及 4 月 12 日水利

故事，醫院是人們尋求醫療找回健康的地方，如何

署在臺南辦理「Hold 住水資源，103 年全民節水日」，

維持醫療環境嚴格的衞生要求，又能實踐節水的理

中央與地方的節水行動接力展開，希望能推動全民響

念？無論規劃周全的節水措施或先進的節水設備，

應每人每天節省三公升的水，如此一來，全臺灣一年

人仍是節水行動最重要的一環，台中慈濟醫院全體

就可以省下 2300 萬噸的水，足以讓大臺南吃緊的水

員工以愛護地球的心來推動節水，員工互相提醒和

情燈號由黃燈回復綠燈，甚至是藍燈。

鼓勵，節水減碳的精神感動不少病人及家屬，願意
把節水行動帶回家實行，這也是我們舉辦節水績優
選拔活動的宗旨所在。

感謝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以及台水公司，呼應今年愛水節水月規劃了相當精彩
豐富的宣導活動，愛水節水月的宣導列車，請大家攜

經濟部因應氣候變遷對於台灣水資源的挑戰，已
推動多項的措施，包括省水器材的推廣、技術研發獎

手合作，一起共度枯水期難關，為臺灣邁入節水型社
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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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慈濟醫院
開創節水愛水的醫療人文新典範
專訪莊淑婷副院長
莊淑婷副院長說：「醫院主

■ 編輯室

要服務對象是病患，一般生

水

病的人免疫力比較弱，在節

築外觀設計成雨水收集器，改善節水管線設備，清潔同時也能節水，醫、

水措施執行上，需要比一般

病互動中，善巧傳遞環保技巧，水到渠成創下醫療人文新典範，贏得水

企業機構來得更用心。」

利署 102 年節水績優表揚。民眾就醫，不僅健康獲得照顧，也能輕鬆投

，是維持醫療衛生品質良好的重要元素，使用時如何兼顧省水？
過程中似乎充滿矛盾與衝突。但，台中慈濟醫院不畏挑戰，將建

入環保行列，為「發燒」的地球盡點心力。

「上人常常告訴我們，滴水成河！千萬不能小看一粒小小水滴，因
為大海就是由它們集結而成的。」副院長莊淑婷表示，16 年前慈濟著手
國際賑災時，發現水是救災時非常珍貴的資源。災區內，求生保命需要
水，善後環境清潔衛生更需要水。沒有水，萬物生命立即面臨威脅。慈
濟人透過國際賑災，最能感受缺水的嚴重性。她說，大陸甘肅乾旱嚴重，
慈濟人前往賑災時，傳回地面乾裂、水井內只剩下污泥的畫面，讓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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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一位婦女每天得走 20 公里路，挑回一擔水供全

人字屋簷變成最佳雨水收集器

家整天使用。為了珍惜得來不易的水源，一杯水澆 3

七年前，台中慈濟醫院規畫興建初期，從建物

棵玉米幼苗，一點一滴灌溉，非常辛苦。因此，證嚴

外觀到整個內部管線設計，全部融入環保概念，屋簷

法師希望大家好好思考，未雨綢繆，從節水中及早建

「人」字型的古典結構，變成最佳雨水收集器，有效

立防旱措施，學習善用上蒼賜予的天然雨水。

回收再利用。她驕傲的指出，醫院的屋簷表面裝載著
太陽光電板，總面積在全球各醫療院所中，高居第

近年來，每到夏天就會傳出缺水新聞，缺水已

一。而院內 1,036 個病床，分析水量用途，最大佔比

是國家大事，關係到每個人生活權益，小老百姓已無

來自洗手、沖馬桶，佔 40％；醫療開刀、洗腎及器

法置身度外。莊淑婷翻開證嚴法師著作的「清淨在源

械消毒的純水用量則佔 24％；其他才是廚房、地下

頭」一書，指著其中一段轉述。她說，上人再三提醒

街及一般用水。「我們收集雨水做為院區植栽灌溉，

慈濟人，台灣雨量不均，雖然颱風季節會降下豐沛雨

中水回收則主要是供廁所沖馬桶，每天使用卻經常用

水，卻因河川、水庫淤積，樹林減少，土地無法吸納

不完。」多年來，雨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對台中醫

水分，雨水迅速流失，讓水資源亮起紅燈。日常省水

院的整體節水表現，功不可沒。根據院方資料統計

之餘，如能更積極規畫雨水回收再利用，同樣的水量

101 年至 102 年 9 月中水回收 59,747 度，雨水儲存

可以發揮倍數效果。假使人類用水無度，濫挖水井抽

利用 22,566 度，換算節省自來水費 104 萬 5,374 元，

取地下水，如同破壞人體血脈，遲早危及生命。慈濟

相當於減少 16,050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棟建

推廣綠色建築，除了空氣要流通，盡量自然採光、雨

物也因此躍升為國際知名綠建築，經常吸引專業團體

水回收外，還要避免完全用水泥覆蓋土地，讓土地呼

前來取經，其中不乏高科技產業經理人。最近印尼正

吸，下雨時雨水才能直接滲透，回歸大地，讓地下水

要興建慈濟醫院，委託規畫的日本建築設計師特地前

源不斷。

來觀摩，看完所有綠色環保措施，忍不住豎起大拇指
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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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看診的病患與家屬，悠閒的欣賞著。空氣中沒有

環保節水除了雨水回收再利用外，莊副院長特別

消毒藥水味，讓人特別輕鬆。望著陽台上生長茂盛的

強調 ，工務室在水電管線上也花了不少心思。例如馬

菜園，以為自己錯置了時空。莊淑婷表示，這些菜園

桶兩段式沖水、水龍頭改以腳踏式控制出水時間。全

可是同仁休閒紓壓新園地。醫院廿四小時輪班，工作

院總計 1,260 個水龍頭，可裝置節水控制器者 540 個，

壓力不輕，平時不可能有多餘時間聚會聊天。對於環

比例不到一半，僅 42%，每年卻可省下 2,849 噸的水

保事務，同仁習慣自己動手做，私下彼此交換「撇步」

量，效果確實可觀。她很感謝同仁對環保節能措施的

心得，邊做邊聊，不亦樂乎，無形中也凝聚了辦公室

身體力行，「上人每天在志工早會上不斷提醒環保節

向心力。為了有效節水，工務室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

能的重要，透過各種宣導影片凝聚內部共識，同仁也

維護管理制度，採用中央監控系統，即時管控全院用

都主動配合，執行成效有目共睹。」其中藥劑部的同

水狀況及紀錄，一旦發現異常情況，馬上發出警報。

仁，積極愛護水資源的細膩程度，讓她特別感動。每

除了雨水收集外，自來水、中水與井水的節水效能年

次清理桌上藥粉時，清洗的廢水一滴不漏，全部拿到

年提升，莊淑婷表示，平均一年總計省下 6 萬度水量。

陽台菜園澆水，廢棄的中藥渣則轉化成肥料。種出來
的蔬菜特別好吃，粗大的蘆薈定期採收製成清潔劑或

在上行下效中，員工們愈做愈有勁，影響力很快

潤膚膏，是院內非常受歡迎的伴手禮。熱心的同事還

擴及家人，「我先生比我還認真，上個廁所也要形影

會自掏腰包買臉盆，接下水龍頭下可能浪費的水源，

不離，只為了省水。」莊淑婷笑說，先生總是認真看

用來拖地清潔。醫院各處窗明几淨，走廊地板一塵不

待家中各種用水，上廁所不能獨行外，洗澡水、洗菜

染，難怪很多病友總會忍不住推崇說：「實在不像一

水、洗米水都是他的眼中寶，最少做到二次再利用。

般醫院，比較像五星級飯店！」

她說，台灣水費雖然不貴，就家庭開支而言，或許省
不了多少錢，卻可為子孫輩留住更多水源。畢竟地球

接近中午時分，挑高的大廳內，音樂聲揚起，吹

資源有限，為了後代子孫生計，我們沒有權利自私濫

著薩克斯風的樂手陶醉於樂曲表演中，木質座椅上，

用。就醫療保健來說，人不能不喝水，她經常提醒同

感應式省水水龍頭

兩段式馬桶及節水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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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從心出發做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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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病患家屬時，更要有耐性。初期有些病患家
屬為了方便，不依規定進行垃圾分類，隨手亂丟，清
潔阿姨經常要花很大心力事後再整理。為了改善這個
問題，莊淑婷召集相關同仁舉辦專案檢討會議，尋找

6

解決方案。「我們除了製作大海報宣導外，也在分類
仁喝水就要想到缺水之苦，即使自己在家倒水喝，也

的垃圾桶上放置樣本。」為了更加落實執行效果，護

要喝完杯中水，日常生活中絕不輕易浪費一滴水。各

理同仁主動將分類桶移至護理站旁邊，就近「監督」。

個家庭分別省下幾度，全台總計就很可觀。

一回生、二回熟，家屬們不再排斥，還會相互提醒，
連用水也懂得節制。

推廣節水環保的生活態度
由於醫院屬開放空間，對就醫病友並無任何約束

「醫院主要服務對象是病患，一般生病的人免疫

力，碰到住院病友不配合時，執行困難在所難免。莊

力比較弱，在節水措施執行上，需要比一般企業機構

淑婷說，波折一定有的，但只要有心，終究會克服。

來得更用心。」莊淑婷指出，院內所有用水品質定期

院內為了建立節能減碳效能，由院長室帶頭推行，工

檢測，飲用水則以紫外線消毒，確保衛生安全。病房

務室定期分析，追蹤成效，檢討缺失。民國 96 年開

內使用的床單、棉被套、枕巾等，一旦污染立即更換，

始執行，初期很快就發現院內熱水使用量偏高，燒熱

不會為了節水而犧牲衛生品質。「有些問題是比節水

水的鍋爐異常耗能，尤其冬天濫用情況更加嚴重。她

來得重要，特別是可能發生的感染問題。」只要病患

找來工務人員一起研商策略，討論結果認為，「直接

一出院，所有接觸過的物品都會消毒、更新。至於慢

切掉熱水來源！」是最有效且快速的解決辦法。但醫

性病住院患者，無論住院天數多久，貼身接觸品的換

院各個水龍頭向來都是冷熱水同時存在，打破成規，

洗不許馬虎，為的就是避免疥瘡感染。

勢必引起反彈。工務人員猶疑不決，莊淑婷一肩承擔
指示，「不要對外宣佈，靜靜的做吧。」果然，切掉

台中慈濟醫院除了持續院區在節水減碳方面的

一般公共區域的熱水供應的第一個月，罵聲連連，即

努力之外，希望能將節水愛水的行動進一步擴散到員

使院內同仁也是抱怨不斷。「台中天氣溫和，並不冷，

工、病患及家屬。「住院病房的節水環保措施還有深

冬天寒流根本沒幾天，洗手不用熱水不會生病的。」

耕的空間。 」莊淑婷表示，現在科技發達，病患開刀

她堅持繼續執行下去，一個月後大家就習慣了，冬天

傷口普遍較傳統手術來得小，住院天數大幅降低，病

洗手時間變短，省水不少，鍋爐耗能問題亦不再沈

患與家屬異動快，出入更頻繁，影響範圍增大，未來

重。「不過，加護病房家屬休息區維持原狀。」她強

將研修獎勵辦法，鼓勵來院的病患及家屬，獲得身心

調，環保措施雖是美意，但輕重得拿捏得剛剛好，過

療癒也帶回節水環保的生活態度。

與不及，都會造成執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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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馬桶金級標章制度開始推動
■ 水利署 / 楊介良

經濟部水利署為提高省水馬

■ 工研院 / 王先登

桶節水效率，今年度省水標

經

章將仿傚澳洲及新加坡分級

計超過 1700 多件產品獲准使用省水標章。此省水標章制度對政府而言，

標示制度，無論一段式或兩

可落實節水政策推動，並降低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對產業而言，可提

段式省水馬桶，將原大號沖

升產品省水效率，加強產品競爭力。對消費者而言，則可藉由選用省水

水量 6 公升以下之馬桶列為

標章產品，達到愛護水資源及節省水費的目的。因此，省水標章制度推

普級，沖水量 4.8 公升以下

動可說是一項對政府、產業及消費者均有利之「三贏」節水政策。

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87 年起積極推動省水標章制度，至今已開放馬
桶、洗衣機、水龍頭、蓮蓬頭、小便斗等 11 項產品申請，目前總

列為金級，提供消費者另一
種更省水的選擇。

馬桶省水技術發展日趨成熟
省水標章產品項目中，馬桶對現代人而言已不再陌生，可說是每天
必然接觸使用之衛生器具。若非造型特殊，已難吸引關注眼光，對其功
能亦視為想當然耳。事實上，回顧馬桶發展至今，無論外觀設計、品質
及功能等各方面，均有長足進步。單以馬桶每次沖水量而言，早期馬桶
沖水量每次需在 20 公升以上，甚至更高。如今，各國標準已普遍降至 6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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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以下，先進國家更降至 4.8 公升以下，並朝 3 公

節省 1,800 萬噸用水。由於馬桶使用年限一般可達

升發展。顯然，省水已成為馬桶技術發展的必然趨

15~20 年，因此累計在使用年限內所節省的水量將

勢，但沖水量降低除應考慮洗淨功能符合需求外，維

更加可觀。經濟部水利署為落實推動省水馬桶，曾於

持排送距離也很重要。因沖水量減少使流速減慢，易

民國 99 年度執行購置省水標章產品補助計畫，每件

導致阻塞而遭受民眾抱怨，尤其國內馬桶多屬落地

兩段式省水馬桶補助 2,000 元，半年執行期間共補助

式，若斜度施工不良或改建時水平距離過長，有可能

超過 12 萬件，補助經費高達 2.4 億，推動成效十分

導致管路阻塞，加上國內下水道尚未普及，沖水量降

良好。

低會影響化糞池處理效率，易使放流水無法達到法令
標準。因此，提高馬桶省水效率與避免馬桶管路阻塞
須同時兼顧，才能使省水馬桶推動更加普及。

仿傚國外推動馬桶省水標章分級制度
省水標章馬桶沖水量標準至民國 90 年修訂至今，
不但已帶動國內廠商技術提升，且消費者節水意識亦

馬桶省水標準提升，省水效益更加顯著

大幅提高。因此，省水標章馬桶市占率快速增加，甚

省水標章馬桶每次沖水量標準，民國 87 年時一

至若干廠商已不再生產或銷售非省水型馬桶。經濟部

段式為 9 公升以下，兩段式為 9 公升及 4.5 公升以下。

水利署為順應此發展趨勢，今年度起將仿傚澳洲及新

民國 90 年修訂為一段式 6 公升以下，兩段式為 6 公

加坡作法，積極推動省水標章馬桶分級制度，將原沖

升及 3 公升以下。此標準推動至今，總計一段式省

水量 6 公升以下之馬桶列為普級，如沖水量低於 4.8

水馬桶共有 184 件產品，兩段式省水馬桶則有 319

公升，將可申請金級省水標章，希藉此鼓勵廠商研發

件產品獲准使用省水標章。如以廠商申報省水標章使

更具省水效率之產品，提供消費者另一種更省水的選

用枚數推估，省水馬桶每年平均銷售約 60 萬件，每

擇，讓我們共同拭目以待。為配合金級標章推動，省

個省水馬桶每年可節省 30 噸用水，以此計算每年可

水標章作業要點及產品規格修訂如下表所列。

作業要點條文修訂

產品規格修訂

二、本要點所稱省水標章，係指由本署製作並依法註 ( 一 ) 一段式省水馬桶依每次沖水量分為金級及普級。
冊之圖樣如附件一。

金級每次沖水量須在四．八公升以下。普級每次

省水標章圖樣分為金級省水標章及普級省水標

沖水量須在六公升以下。

章， 普 級 以 藍 色 標 準 色 (PANTONE： 色 票 號 碼 ( 二 ) 兩段式省水馬桶依每次沖水量分為金級及普級。
312C) 單色印刷，金級以金色標準色 (PANTONE：

金級大號須在四．八公升以下，小號須在三公升

色票號碼 729M) 單色印刷，但廠商得視產品包裝

以下。普級大號須在六公升以下，小號須在三公

不同而調整為其他顏色之單色印刷。

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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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績優學校組－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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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校園雨水回收源源不絕，地下湧泉也幫忙
■ 大葉大學 / 洪月成

大

葉大學自創校以來，即秉持與環境共生之精

（三）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藉由系統的

神，並以建構綠色校園為願景，為此推動 ISO

運作訂定降低每人平均用水量為目標與持續改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及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善，達到節約用水之目的。

透過 PDCA 管理機制持續不斷改善，努力成果屢受
各界肯定，98 年與 102 年獲「經濟部節約能源傑出
獎」、100 年與 102 年獲環境保護署「第 21、22 屆
企業環保獎」、97 年與 100 年獲經濟部水利署節水
績優單位。

人均用水量（公升/人/天）
70.0
60.0
50.0

56.8
46.2

40.0

41.1

30.0

水是相對便宜的能源，以成本回收考量，節水
設施的投資較不被重視，目前國人每日平均用水量遠
高於全球每日每人平均用水量。但大葉大學位處山坡
地，水資源取得不易，從 96 年起即逐年編列預算，

36.0

35.9

20.0
10.0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透過持續不斷的改善，人均用水量逐年下降。

推對各項節水措施。希望透過分享提供大家參考，期
使更多人加入節水行列，共同愛護台灣美麗的土地。

成立節能小組，專責推動管理機制
（一）成立能源管理委員會，頒訂節能節水措施與成
效檢討。設置節能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分析
全校用水用電情形及節能節水措施績效。
（二）設置水資源管理人員，負責用水資料收集分
析、用水資訊監控及異常緊急處理。

裝設可調式節水器 ( 左 ) 與未安裝水量比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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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中水沖廁系統

景觀綠地中雨水澆灌

節水 SCD (Save, Check, Do)

明化及資訊化，每日異常狀態可立即處理，降低水資

省水器材輕鬆省 Save

源流失。

各大樓廁所洗手台裝置省水龍頭，小便斗裝置自
動沖水器並調降沖水量，女廁裝置兩段式沖水器。宿

自來水入水管線裝設流量及壓力監測系統，當

舍浴室洗手檯水龍頭加裝可調式節水器，依樓層調整

流量或壓力低於設定值，即表示管路漏水，系統會發

出水量。

出簡訊通知，管理人員可立即進行管線查修，縮短漏
水時間降低漏水量。

建置水資源監控系統 Check
建置水資源監控系統，用水管線裝設電子水錶

透過監控系統收集各區每日用水量及瞬間用水

及以 PLC 收集馬達運轉狀態，透過網路系統即時監

量建立資料庫，可定期比對數值，異常時立即進行管

控各區域用水量及用水設備運轉狀態，使校園用水透

線查修，可確保供水正常及降低漏水量。

做回收再利用 Do
．RO 飲水主機排放水回收再利用
RO 主機每製水 1 公升約排放 2 公升，為避免浪費，
收集後供應沖洗使用。

水資源監控系統

．中央空調冷卻水塔以雨水補充
中央空調冷卻水塔運轉時，循環水會霧化蒸發，以
雨水取代自來水補充，可有效降低用水量。以本校
工學大樓為例，夏季中央空調運轉時，每月約可省
300 噸。

．雨水回收再利用
設置雨水貯留槽貯留屋頂雨水。本校貯存容量達
瞬間用水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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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愛水宣導教育，師生一起來

用噴灌系統作為校園綠化美化植栽之用水。

．用水場所張貼節水標語及利用電子看板播放節水宣
導。

．中水回收再利用

．教職員年度行政研習時播放節水宣導影片。

本校汙水處理採 MBR( 活性汙泥薄膜過濾處理 ) 系

．環工系及環境教育中心辦理愛惜水資源活動。

統，處理後水質達法規放流水標準，放流水送至本

．配合通識課程帶領學生參觀節水設施。

校中水配水區，供應校區沖廁及景觀澆灌。
各大樓皆設置自來水及中水二元供水系統，自來水
供應與人體接處之沖洗及 RO 系統，中水用於非人
體接觸之沖廁及景觀澆灌。

節水減碳，建構綠色校園
本校推動各項節水措施後，99 年至 102 年共節
水 80,855 噸。藉由各項節水措施降低用水量，可減
少地下水抽取量，減少地層下陷危機。

．地下湧泉水再利用
本校設置景觀水池，一方面提供休閒舒壓，另一方

每噸水約 0.194 公斤 CO2 排放量，大葉大學透

面提供景觀教學及環境教育。景觀水池以地下湧泉

過各項節水措施降低用水量，近四年共減少 12,047

水供應，並在放流口設置噴灌系統，提供湧泉水出

公斤 CO2 排放量。

水區附近景觀澆灌，取之於斯而用於斯，讓水源生
節約用水推動包含教育宣導、硬體設備改善、設

生不息。

備巡查及資料記錄分析，需要跨單位分工協調合作。
大葉大學除上級充分支持外，更有節能節水團隊分工
合作推動，才能獲得良好節水績效。大葉大學以建構
綠色校園為願景，未來將持續推動各項節水措施，相
信必能創造更大的節水績效。
地下湧泉水景觀水池

世界水資源日系列活動宣導珍惜水資源

節水典範

11,000 噸，收集後雨水除提供廁所沖側外，還利

通識課程節水設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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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水龍頭的省水最佳拍檔
-One Touch 觸控式自動閥

■浩瀚國際有限公司

杜絕接觸傳染

無可避免地讓使用者接觸到水龍頭開關，增加病菌接

地

球的淡水資源相當有限，雖然約 70% 的地表

觸傳染的風險，更容易在一開一關的空檔裡，無形中

看似被水所覆蓋，但絕大部分都是含鹽海水，

浪費了多餘的水資源。而常見的感應式水龍頭，在使

可供人類使用的淡水僅佔 3%，而其中只有 0.3% 人類

用時也常發生讓人感應不到的窘況，其內部複雜的零

能夠直接取用，由此可見水資源的彌足珍貴。

件構造也容易提供病菌滋生的空間，若是損壞造成的
更換費用更是大大超過一般傳統水龍頭的價格。

隨著工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與人口的高密度聚
集，生活中頻繁的互動接觸提高了人們疾病傳染的機

為了避免過度浪費水資源，以及預防高接觸性的

率，於是「勤洗手」變成了全民衛生運動。然而，藉

疾病傳染，浩瀚國際致力於研發新式水龍頭開關兼觸

由洗手而重複接觸到水龍頭的狀況，讓人不禁擔憂：

控式省水閥。構想源自於 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的

洗手，真的能夠完全把手洗乾淨嗎？

影響，訴求能夠避免在公共場所洗手時接觸到高傳染
性的病菌，並達到節能省水的效果，為使用者帶來更

一般公共場所使用較便宜的傳統式水龍頭，除了

衛生、更方便的清潔方式。

Water Conservation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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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式自動閥每次洗手省水 48% 以上

簡便創新的規格，適用於市面上各品牌的多樣式水龍

One Touch 自動閥是利用水壓的高低差原理製作

頭，安裝方式也相當簡單，不需要專業的技術人員，

出來的新式水龍頭。只要用手指輕輕的碰觸，水就能

一般民眾就能夠自行安裝到原有的水龍頭上。除了馬

汩汩流出，出水的同時清洗開關，使用者不需要再費

上省水之外，不用再頻繁扭轉水龍頭本身，更可延長

力的扭轉或按壓水龍頭。5 秒自動關閉的限時設計，

原本水龍頭的使用壽命。

不用擔心浪費多餘的水流；也可以使用六角扳手調整
關水時間，操作簡單又方便。和一般市售水龍頭不同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對氣候

的是，自動閥同時兼具了感應式水龍頭的衛生考慮與

變遷趨勢提出歷來最嚴厲、悲觀的預測，多數亞洲國

噴霧式出水的省水優點，可以廣泛地使用在學校、醫

家到本世紀中葉將經歷嚴峻的飲用水壓力。極端性氣

院、飯店、社區……等公共場所。

候讓降雨陷入混亂，水資源的使用與保存變成人類極
其重要的環保課題。唯有從日常生活中徹底改變用水

自動閥的省水功能來自於獨特的專利設計，將空
氣吸入並與注入的水流混合，讓水滴變得更飽滿、輕
質和柔順，達到完美的起泡效果，水流也不易四處噴
濺，而水裡充滿氣泡更加強了水流的清洗能力。特殊
的花灑型和氣泡型出水方式，讓每一次的洗手，都能
為地球省下 48%~84% 的珍貴水資源。

結合多種特性，生活環保又便利
觸控式的開關設計除了防菌及省水功能之外，物
理原理的結構，讓整個洗手的過程完全不需要用到任
何電力，達到真正節能減碳、友善地球資源的目的。

的習慣，避免不必要的流失浪費，才能讓水資源永續
利用。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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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水節水月」
水利署攜手五都
啟動節水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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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3 月 12 日愛水節水列車啟動記者會。

■ 編輯室

經

濟部水利署於 3 月 12 日啟動愛水節水列車，

水 好康加倍奉還』活動，邀請民眾共同來節約用水、

啟動記者會由經濟部次長沈榮津主持，特地邀

珍惜好水。活動吸引超過 3,000 位民眾前來參加，不

請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五都

少民眾看到各項好玩的節水遊戲均大呼過癮，直言下

及台水公司，展開中央與地方攜手「鼓動愛水節水、

次還要來參加。

全臺動起來」的節水大串連行動。

闖關攤位設立在動物園內入口廣場，包括「節水

今年愛水節水月宣導推廣大使由人氣氣象主播王

大富翁」、「挑戰神槍手」、「節水彈珠檯」、「有

淑麗擔任，她以多年製作氣象趴趴 go 的經驗，與民

獎抽抽樂」及多幅大圖輸出的台北好水精美文宣外，

眾分享水資源的重要性、「水足跡」的概念，並從三

更有大型充氣造型帳與水悟空人形立偶來助陣，現場

個生活層面說明她的小祕方，包含浴室節水、廚房節

有不少親子手牽手取景拍全家福。此外，凡是通過攤

水，還有洗菜水、洗碗水再利用、購買省水標章洗衣

位闖關遊戲的民眾，還有機會獲得限量二段式省水水

機等，只要花一點小心思，就可以隨時輕鬆省水三公

波頭、台北水故事書及水悟空餐墊等精美獎品，讓參

升，邁向每日人均用水 250 公升的目標。

與民眾享受好玩又可拿好康的節水嘉年華會。

除了水利署舉辦的系列活動外，臺北市與臺中市
政府、臺北市立動物園、高雄科工館、台灣自來水公
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等也都精心策畫了相關宣導活
動。在全球氣候變遷之下，節約用水已經成為了刻不
容緩的課題，期盼於活動之後，節水愛水的觀念仍然
能落實於人們生活的每一天。

列車廂一：『322 玩節水 好康加倍奉
還』節水遊戲樂翻天
為了呼籲民眾重視水資源的議題，臺北市愛水
人協會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合作，於 3 月 22 日世界
水日邀集了經濟部水利署及經濟部台北水源特定區管
理局等單位，共同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辦理『322 玩節

民眾參加闖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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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廂三：「Hold 住水資源，103 年
全民節水日」全民節水總動員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經濟部水利署 3 月 22

經濟部水利署 4 月 12 日在臺南市生活美學館舉

日下午在秋紅谷生態公園舉辦「臺中尚水」節水省水

辦「Hold 住水資源，103 年全民節水日」活動，由知

愛地球宣導活動，臺中市長胡志強主持摸彩活動，現

名氣象主播王淑麗擔任節水推廣大使，率領全臺的水

場抽出頭獎洗衣機得主，掀起活動的最高潮，同時向

利寶寶，發起愛水節水總動員行動，鼓勵民眾讓省水

民眾宣導節約用水的觀念。

成為生活習慣，每天省下 3 公升，就能邁向每人每日

胡市長表示，沒有辦法用水的日子是十分可怕

用水 250 公升的目標。

的，不用說喝水，還有用水，人真的是離不開水，所

每年 4 月的第 2 個週日是「全民節水日」，今

以臺中市配合水利署，推動「臺中尚水」宣導節水、

年該署特別在節水日前夕，選在目前水情最艱困的臺

省水、愛地球的觀念，希望大家響應這個活動，進而

南地區舉辦節水活動，包括臺南市政府、台水公司、

影響家裡和身邊的人。

嘉南水利會及水利署各水資源局、河川局等都共襄盛

在現場互動遊戲區內，民眾透過互動式觸控螢幕
體驗遊戲關卡，以及水龍頭裝置節水設備的 DIY 體驗
等，在玩樂中學習知識。

舉，落實省水愛地球的理念。
現場除了節水政策及實績展示、節水觀念宣導、
有獎徵答外，現場並展示多種省水器材及節水撇步。
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將相關節水知識與民眾分
享，讓民眾一同關懷臺灣水情。

市長胡志強主持摸彩活動

現場民眾踴躍搶答

「Hold 住水資源，103 年全民節水日」在台南市生活美學館

活動剪影

列車廂二：「臺中尚水」節水省水愛
地球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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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撲滿專題：從天而降的水寶藏
■ 編輯室

設計原則：
1. 包含幾個設施：
一個完整的屋頂雨水貯留供水系統至少應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1) 集水區域：
隨著雨水貯留的形態不同而異，主要是以屋頂或地面為集水區域。

水利署新店辦公室雨水回收

木柵動物園埋入式雨撲滿與人孔蓋

Water Conservation Quarterly

(4) 簡易過濾設施：

導管系統是指屋頂的排水管及其與貯水設施間

由濾網、石英砂、褐煤、活性炭等項目機動組

之接水管等管線系統。

成，以過濾懸浮物質，此設備應定期清洗。

聰明節水

(2) 導管系統：

17

果園的雨撲滿

(3) 初期雨水簡易處理系統：

住家的雨撲滿

(5) 貯水設備：

降雨初期雨水通常較污濁，因此這部分的雨

即貯存雨水的容器，其容量大小、材質以及設

水必須予以排除，此設備即是初期雨水處理

置方式都關係到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之成敗。

系統。

木柵動物園的雨撲滿

菜園的雨撲滿

住家的創意雨撲滿

台中東山國中雨撲滿

慈濟雨水貯集槽

木柵動物園非洲動物區雨樸滿

德國民眾在五金行就可買到可自行安裝的雨撲滿

紀實
節水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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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公布
103年全國機關學校節水評比活動開跑
■ 編輯室

水

利署公布「103 年度全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暨農田水利會節水評比活動要點」，本年度節

水評比採強制評比方式，全國機關、公立學校暨國營事業共分三類七組， 其中政府機關類包括中央政府

組及地方政府組、公立學校類包括大專組、國高中 ( 職 ) 組及國小 ( 幼兒園 ) 組等三組、國營事業類包括生產事
業組及非生產事業組二組，分兩階段並透過各單位填報水利署「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進行評比。

其中，機關學校及國營事業

至今（103）年已是第 4 年，在政

各機關學校除積極做好節約用水

以 102 年 11 月 至 103 年 9 月 用

府單位及機關學校間促成良性競

之外，更應加強用戶內線漏水之

水資料為基準進行評比，除了提

爭，並帶動全國節約用水蔚為風

改善。

昇機關學校、國營事業節水意識

潮。102 年 1 月 至 9 月 全 國 政 府

外，並考核機關學校、國營事業

機關、各級學校及國營事業自來

今 (103) 年度節水評比相關訊

推動節水之成效。得獎名單預定

水總用水量與 101 年同期比較減

息，可至水利署「政府機關及學

今 (103) 年 10 月份揭曉於水利署

少 3.85%，總節水量達 334 萬噸！

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查詢，網

網站（www.wra.gov.tw），優勝單
位將於 11 月「愛水節水表揚頒獎
典禮」表揚，並頒發獎盃鼓勵。

址如下（http://www.ewater.itri.org.
根據各年度節水競賽評比實
際現勘過程及結果顯示，各組獲
獎績優單位均徹底推動管線查修

水利署表示，節水評比實施

檢漏工作，因此節水成效顯著。

tw）或電洽水利署蘇嘉民先生，
電話 02-8941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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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03 年度省水標章推廣
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設置徵求量販店合作廠商
■ 編輯室

經

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87 年推動省水標章，深耕

節水文宣，義務舉辦量販店員工省水標章產品節水教

國人節水意識形態極具成效，消費者購買洗衣

育訓練，並透過水利署新聞稿及網站發佈省水標章專

機、馬桶、水龍頭、蓮蓬頭等產品，選擇省水標章產

賣區相關訊息，提昇消費者選用省水器材意願、增加

品不僅符合當前節能減碳風潮，且能節省自來水費，

專賣區合作廠商媒體曝光，以達成省水標章推廣暨全

可謂聰明消費愛地球，省水省錢又環保。

民節水之目的。

目前量販業者於商場展售上述產品時，並未特別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引導消費者選購具有省水標章產品，水利署為推廣省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水標章、推動全民節水，本年度將與量販業者合作設

．費用：免費

置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透過專區展售標章產品並配

．聯絡人：黃序文先生

合節水文宣，提升消費者對省水標章認知進而選購標

．電話：03-5918508

章產品；如此一來將營造三贏局面：消費者得利、企

．傳真：03-5820471

業善盡社會責任、政府落實節水推動。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止
．簡章下載活動網址：http://www.wcis.itri.org.tw/sale/

水利署將協助量販業者於主要分店 ( 據點 ) 規劃
設置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及提供省水標章宣傳海報與

sale.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