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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於現行水價未適時反映水庫供水之水源開發等的成本，因此水價偏低的結果，
造成了用水的浪費及節約用水推動之不易顯現成效。又一旦遭遇乾旱而缺水時，對
國民的日常生活及社會的各種經濟活動均造成不利與負面影響。為此，在研擬合理
水價及缺水期機動水價調整的同時，本研究採用電話問卷方式來進一步徵詢及探索
民眾對相關措施與觀念的接受程度，如此方能在後續研訂或推動相關的節約用水措
施時，能對實際的社會狀況有所了解，藉以提高對成功率的保證。

ABSTRACT
The current water-price is still no response to the cost of reservoir construction. The
cheap water-price causes that the water and no remarkable advance in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Once the drought or water shortage occurs, it is inconvenient for people’s life
and impeded for the social-economic activities. To propose the rational water-price and
floating water-price during the drought period, this study uses the questionnaire by
telephone to identify the acceptance of the programs and concepts. The purpose is to
grasp the real case of the community and give a promise of success, if the
water-conserva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 are implemented.
一､前 言
依據國際人口行動組織的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顯示我國以名列全球排名十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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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國。再開源不足及諸多條件的制約下，而我國的用水總需求量卻又年年高昇、
毫無節制，節約用水亦缺乏大家的共識，無法成為具有約束力量的社會規範及習
慣，因此人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迫使我國步入缺水國家之林。
在種種導致缺水與供需失衡的現象中，於民生用水方面，政府基於為民服務
的立場與理念，自來水價格一直採用低水價政策。因此，雖然自來水事業單位的
供水受用水需求逐年擴張及政府提高自來水普及率之政策性任務的影響，成本已
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卻因受現行水價制度的限制，無法適時且適度調整水價，合
理反映供水成本，而面臨舉債經營的困境。事實上，目前國內的低水價政策，除
了使得自來水事業單位產生財政及營運困難的問題外，亦是養成國人不知珍惜有
限水資源及力行節約用水習慣的導因【李等，1993a】。
水價在水資源的有效利用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研訂遂成為
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水價過高不僅增加人民的負擔，亦將阻礙國家整體的經
濟發展，然低水價亦勢必使得資源使用低效率，造成社會的無謂損失。然而，何
謂合理水價？就使用者付費的公平性原則而言，合理的水價應能有效反映水資源
的使用成本，而從水資源的使用過程來看，使用成本可分為：取水、供水及環境
等三項。就民生用水而言，自來水事業單位乃唯一的供給者，而水庫則是自來水
事業單位取得水源之主要對象。因此，水庫之供水成本可謂之民生用水之取水成
本，而供水成本則為自來水事業單位之營運管理成本。
雖然，合理的水價結構應同時包括水庫供給水源之一切成本、供水單位（自
來水事業單位）為提供水資源給使用者所發生的營運管理費用及水資源使用所產
生之環境成本等項，但因水資源所產生的環境成本涉及層面複雜且不易評估，因
此若將環境成本略而不計，則合理的水價結構應包括水庫供水成本及自來水事業
單位之營運管理成本兩部份。然而目前國內的水價制度卻僅以反映自來水事業單
位之營運管理成本作為水價擬訂的唯一指標，完全忽視水庫供水之水源取得成
本，使得無法落實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性原則【經濟部節約用水推動小組，1996】。
合理水價除反映水庫供水之水源開發等的成本外，水庫的供水亦往往受制於
天然來水的隨機性之影響，導致年際間或年內間之可供用水量有頗大差異。在遇
連年豐與時，可供水量眾多，但水卻不能悉數賣出，無法多增加賣水之收入；然
若欲連年乾旱時，可供水量稀少，造成無水可賣現象，同樣地造成收入減少，導
致受水單位或管理單位之經濟拮据。因此，為鼓勵人們在豐水年或豐水期多用水，
而在枯水年或枯水期節約用水，使有限的水資源獲得充分有效的利用，可以採行
機動水價之方式。由於為善用並節約有限的水資源，在缺水地區及一般的乾旱時
期，亦即來水少、需水多或需水量大於供水量時，實施高水價供水。然而相反的
為能使水資源也發揮最大效用，在多水地區及一般的豐水時期，亦即於來水多、
需水少或需水量小於供水量時，實施低水價供水，鼓勵生產，已獲最大經濟效益
【汪，1994；Whipple,1994】。
水價政策不警示一項有力的節水措施，亦為建立節水型社會的一個重要因
子。於我國「水資源政策白皮書」【經濟部水資源局，1996】中之積極推動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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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方面，亦明文述及「完成〝合理水價說帖〞，釐定合理水價結構，取消基本
度，適度反應水源開發成本，並採區段遞增費率，以價制量，杜絕浪費。」，又
「比照油、電價調整模式，成立〝水價審議委員會〞已適時調整自來水水價，合
理反應成本，促進自來水事業健全發展。」；此外，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
土綜合開發研討會「未來國土發展遠景」中，針對台灣地區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發
展方向策略及發展重點，於水資源項目的配合措施方面，亦 將調整水價列入其中。
二､抽樣調查與資料特性
1. 抽樣調查【孫，1993；陳，1994】
由於所研擬之水價是以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為對象，因此問卷調查之設計範圍
亦以其供水區域為限；換言之，本抽樣調查係使用台北縣及台北市以外之台灣省
的所有縣市為母體。置於樣本的選取是以電話號碼簿中有登錄電話號碼者為基
礎，進行末兩碼之亂數處理，而後再依人口比例予以分層抽樣，共抽取出 4500 戶
之樣本，預定回收 1500 份的有效問卷。此外，被電話訪問的對象有一項限制性的
條件，亦即以年齡在 20 歲至 65 歲之間的成年人為主。為因本調查之有效回收樣
本數是完全依照各縣市的人口比例分層來決定，而在抽取的 4500 戶樣本中，部份
縣市的空號率及拒答率較高，致所抽取的樣本戶全數在完成電訪時，仍有部份縣
市未達成其分配的有效回收樣本數。於是再增抽 700 戶來進行問卷電訪，直至各
縣市悉數達成所分配的有效回收樣本數為。又問卷結果對母體的各項推論，以 95%
的信賴水準來推估，約有±2.53%的抽樣誤差。
2. 資料特性
為明瞭本次問卷結果所能呈現的代表性，在表 1 列出了受訪者的基本統計特
性，此係從用戶住宅功能別、居住環境別、教育程度別及職業別來表現其分佈。
此外，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約為 39 歲；性別比例分別為：男 48.6%、女 51.3%；而
問卷回答問題之配合度比例為：非常合作 54.9%、合作 32.7%、普通 12.0%、不合
作 0.3%、非常不合作 0.1%。
總言之，從所回收的 1500 份有效問卷之住戶類別（自用住宅用戶約佔九成）、
居住環境（以獨棟透天、聯棟透天、公寓及大樓佔較高比例，三者合計約佔八成
三）、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學、國中、高中及大專，四者共佔八成九）、職業分
佈（廣及各行業，但工業、商業及職業婦女三者約佔六成）、性別比例的平均分
配及受訪者的高程度配合等情形觀之，將可清楚的看出此一問卷調查結果的廣度
及可靠度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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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之基本特性統計
基 本 特 性 項 目
所佔百分比(%)
用戶住宅功能別:
自用住宅自住用戶
83.6
自用住宅商業用戶
6.9
承租屋住宅用戶
6.3
承租屋商業用戶
1.5
出租屋用戶但租戶具獨立水錶
0.4
出租屋用戶且與租戶共用水錶
0.1
其它類別
1.3
居住環境別:
平房
13.3
三合院
3.4
獨棟透天
34.4
聯棟透天
26.9
公寓及大樓
21.3
其他
0.7
教育程度別度:
小學
16.5
初中
4.7
國中
11.2
高中
36.5
大專
24.9
碩士
1.0
博士
0.3
其他
4.9
職業別:
農業
8.3
工業
22.1
商業
13.9
服務業
9.1
自由業
4.3
軍職(職業軍人)
0.5
公教人員
8.5
家庭主婦
23.7
其他
9.8
三、調查結果之綜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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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問卷調查中，原設計有 29 個問題，然為使電訪過程順暢及便利計，
將其拆成 42 個子問題，為其中許多的子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以下，針對整個電訪
結果，將其分成六大主題來給予綜合解析，而此六大主體分別是：水價認知、省
水設備與措施、合理水價及其影響、缺水導因、機動水價及缺水因應措施。
1. 水價認知
根據本問卷回收之問卷資料顯示，約有九成六的受訪人表示不知道目前國內
的平均水價為多少；換言之，知道者遠低於一成。因此，在另一問及「您所知的
平均水價為一度多少錢？」時，得其平均值為 134 元，多出目前的平均水價（新
台幣 8.7 元∕度）達十五倍有餘。
此外，在水價高低的認知上，表示目前水價適中者為六成，佔大多數比例，
而太高者約佔二成三，太低者則僅佔 0.4 成。由以上的這些數據，吾人可以明顯看
出民眾對水價認知應當是一頭霧水與矛盾處處，蓋大多數人認為的水價適中，可
能導因於水費在生活開支中僅佔一小部份，故未所計較，也因此忽略了水的價錢
為多少！故有十五倍的差異。再者，約有八成六表示不知道目前的水價不包括水
庫…等水源開發成本，亦即只有一成四的人了解。因此，售水事業單位實有必要
進一步加強用戶的水價認知，使其明瞭水的真正價值。
2. 省水設備與措施
目前受訪人府上約有一成六使用任何形式的省水器材，亦即有八成四未使
用，此表示省水器材在一般住家的使用上，仍不普遍，該等訊息值得有關單位多
加注意。至於在使用省水器材的類別上，此為可複選之問題，因「馬桶水箱放置
磚塊或保麗龍瓶子」想必是最經濟實惠的做法，故有五成五的比例，接著是省水
馬桶的三成九，而省水型水文頭及省水型洗衣機均約略為一成一，其他方式者為
0.6 成。又從統計得知，同時使用多種省水器材方面，主要是省水型馬桶與省水型
水龍頭兩者，因家庭中的衛浴間一般是此兩種同時存在，故比較「速配」吧！
由於國內一般民眾使用省水器材尚不普遍或不甚積極，故本研究擬利用乾
旱缺水時期，政府給予適當補助來替換成節水器材之誘因，於是在問及「於遇乾
旱缺水期，您府上若安裝╱換裝相關省水器材，而政府予以適當補貼，寧願意安
裝╱換裝嗎？」，約有六成三之受訪者回答願意，而「在考慮或看情形」者，約
佔二成二。此外，在另一子問題及「若寧願意安裝，則政府應補貼多少為適合的
範圍呢？」，若將補貼分成 10 個區段，亦即補貼 10%、20%、30%、…、100%，
依此類推，則問卷結果以約補貼 50%（一半）者佔多數，約為四成的受訪者；至
於補貼 10%者，佔受訪者不到 0.5 成的比例，又補貼 100%
者，佔受訪者約一成一的比例。從訪問現場中，吾人亦發現補貼的輕重，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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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省水器材的價位高低，價位愈高者，受訪者有傾向於政府給於較高補貼之趨
勢。此外，將洗澡水或洗衣服的水留下來作為沖馬桶、擦地板、澆花及洗車…等
用途的二次利用水方面，有三成五的受訪人養成二次利用水的習慣，而偶一為之
者亦佔了兩成，至於未使用二次利用水共佔了四成四左右。雖然吾人可概略地說
有五成以上的民眾具有二次利用水的好習慣，但在四成四之沒有利用二次水的原
因中，除了太麻煩佔了三成八左右外，其餘二成六有各式各樣的「理由」，而歸
結此等理由，大體上是皮膚接觸及心理作用兩個方面。因此，為實施二次利用水
或水的回收再利用，在現有住屋不易更動的情況下，可能從新建築物之二元供水
系統做起，其成功機率當屬較高。
3. 合理水價及其影響
本研究中的合理水價，係指將水源開發成本併入水價計算中，故針對此一觀念，
約有四成二的人表示同意，但亦有三成八的人表示不同意，而沒意見者佔了二成。
又水價反映水源開發成本的可行性，可從民眾對此一政策的接受度及可接受的調
整幅度窺知端倪。調查結果顯示，約五成四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而無法接受
者約二成七，至於沒意見及持其他看法者，各為一成及 0.9 成。針對此兩問題的回
答，從研究中發現在兩成對「是否同意將水源開發成本併入水價計算」而持沒意
見者，其中的一半對於「調漲目前平均水價以反應水源開發成本」是持接受的態
度，而另一半仍是沒意見。至於在三成八對「是否同意將水源開發成本併入水價
計算」而持否定者，其中的 70%對於「調漲目前平均水價以反應水源開發成本」
仍是持無法接受的態度，而其餘的 30%是另有原因或意見。
而在可接受水價調漲的受訪者中，由統計結果可得知其可接受的調幅是由目
前的平均每度 9 元，依序調漲為每度 10 元、11 元及 12 元，三者佔較高的比例（約
六成二）；也就是說，多數民眾可接受的水價調整範圍依序為雖然此一調查結果
與吳【1997】的研究結果（13.58 元 度）略有差距，但差距並不大，況且民眾不
希望水價調漲或調幅儘可能低的主觀心態是可以預期的。若暫忽略此一水價調漲
之目的是在反應水源開發成本，民眾接受水價小幅調高之推論與蕭【1995】之問
卷調查結果是相互一致的！
4. 缺水導因
政府會推動節約用水的各項措施，其根源不外乎是水的供需失衡或乾旱導致
缺水（水太少），已如前言中所述之台灣缺水的嚴重實況，於是在受訪者是否覺
得台灣有〝缺水〞的問題及隱憂方面，有將近七成一之受訪者持正面的看法，因
此缺水問題於我國確實是一個已浮出檯面且必須面對的事實。
至於台灣的缺水是自然或人為所造成？在可複選之情況下，從問卷結果得
知：認為由自然所造成者佔了五成四，而由人為所造成者佔了八成八，此表示被

6

訪者中的大多數認為是由人為因素來導致乾旱缺水，又這當中是天災加人禍，惟
人禍因素多了些。至於「缺水若為自然現象，那您認為其原因為何？（複選）」，
回覆情況如下：（1）地形陡峭佔 33.1%、（2）雨量集中佔 62.7%、（3）不知道
佔 13.5%及（4）其他佔 27.8%，從此等回答的統計結果，吾人可得：認為是由自
然因素導致缺水的受訪者，對台灣雨量的時空分配不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又問
及「缺水若是人為現象，您認為其原因可能為何？（複選）」，回覆情況如下：
（1）水庫不夠多佔 29.2%、（2）管理不善佔 53.2%、（3）營運不良佔 24.7%、（4）
水價偏低佔 13.4%、（5）用水浪費佔 74.8%及（6）其他佔 32.5%，由此一
結果很顯然可之：用水浪費是台灣乾旱缺水中之人為因素得首要元凶，接著就是
管理不善，而水庫不夠多及營運不良再次之，至於認為水價偏低者僅佔一成多一
些。這其中蘊含一微妙之關係，亦即認為水價並不低（不願水商品價格上漲），
但用水卻不珍惜（用水浪費），而事實上是台灣水價偏低，這是否意味著合理水
價與用水者之間尚未取得協調與共識呢？
5. 機動水價【李，1997】
在缺水時期機動調整水價，此一水價可歸納為機動水價或浮動水價。所謂機
動價格或浮動價格是：允許產業、企業或經營單位，視市場供需及生產經營之情
況，在所允許的範圍內自行調整之商品價格。機動價格具有比較能靈活地反應出
供需及商品生產勞力消耗間的變化，這促使工業及企業及時的調整生產或供銷計
畫及改善管理。
針對上述觀點給予延伸，在問及「是否贊成政府施行〝因季節不同而有不同
水價〞（如豐水季節減價、缺水季節加價）的制度？」，結果約有四成六之受訪
者持贊成的態度，然亦有四成四之受訪者持不贊成的態度，贊成與不贊成的比例
相當。此外，在一相類似的問題中，亦徵詢受訪者贊不贊成在不同地區實施不同
水價？結果顯示有近五成受訪者持不贊成的態度，另有三成六之受訪者持贊成的
態度，持不贊成者略多，此與李等【1993ｂ】之問卷調查結果相若。然而在此二
問題的問卷訪談中，吾人亦發現受訪者對於「不同季節而有不同水價」及「不同
地區而有不同水價」之觀念較為模糊，亦即此兩種調整水價之觀念對一般用水者
而言是相當陌生的，不如現行之區段水價為人所知悉。因此，暫不論此一水價策
略是否可行及其優劣性為何？對於一水資源政策或相關措施的開展，有必要透過
宣導之過程，讓用水者認識與了解。
為鼓勵於缺水時期節約用水，對於用水量較少者給予水價優惠，而對於用水
多者給予水價調漲，結果顯示有將近八成之受訪者同意該作法。至於在乾旱缺水
時期，若有必要調漲水價，認為調降多少是可接受（忍受）的最大範圍時，有五
成之受訪者認為在 5%以內，而近二成之受訪者認為在 6-10%以內；換言之，有近
七成之受訪者認為在乾旱缺水時期之水價調漲應在 10%以下。從此一結果可得，
受訪者雖同意「使用者付費」及「節獎超罰」之公平性的觀念。但如同先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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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價及其影響」小節中所言，不希望水價調漲幅度過大，而是愈小愈好，該等
結果再度與本章第三小節「合理水價及其影響」中所述者來相互呼應，然此亦為
相關措施推動之成效性的利基所在。
6. 缺水因應措施
乾旱缺水對環境、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均會造成巨大之影響，出現枯水或
水資源不足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之情況，若不能給於正視該問題並妥
善解決之，則社會的發展將受到抑制。
若針對乾旱缺水時期之民生用水，在給定數種措施來選擇以因應其用水
時，約有五成三之受訪者認為「適當斷水，但水價保持不變」可被接受，又約二
成六之受訪者認為「不斷水，但水價機動調漲」可被接受，至於採取「斷工業用
水」或「斷農業用水」均不及一成。由此等結果可顯示出一些論點：在乾旱缺水
時期，用水者或可體認無水可用之情況，故可以接受適當之斷水措施，惟水價應
保持不變；或說在乾旱缺水時期所導致之水價調整的必然性，然因不想多花費在
水費上，因此論點二的可能性較高；換言之，選擇斷水一途之原因並非〝共體時
艱〞，而是〝不願花費〞。至於乾旱缺水時期，各標的用水均不足的情況下，民
生用水並無強烈向工業用水或農業用水來要水之傾向。
又一旦遇乾旱缺水而限水時，在無備水但仍需使用水的情況下，有三成九
的受訪者採用買水的方式，接著約有近二成的受訪者會抽取地下水來使用，因乾
旱缺水時期，地下水為寶貴的水資源，此抽取量是否會影響整體的緊急因應措施，
應予以進一步考量。
四､總結與建議
1. 台灣地區的水價問題受缺水效應的影響，近年來倍受各界的關注與討論。由
於國內現行的水價制度主要是以反映自來水事業單位之營運管理成本作為水價擬
定之營運管理成本作為水價擬定的唯一衡量指標，完全忽視水庫建造之水源取得
成本，使得水價結構無法落實「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性原則。此外，更因為長年
的低水價政策，使得用水人產生水是取之不絕、用之不盡及自來水自來的印象，
因此導致目前在推動節約用水觀念之際，不易有立竿見影的成效出現。
2. 水價偏低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許多國家雖已對水價進行持續性的研究，亦
採行了部份的因應措施，然水價偏低仍是懸而未解。我國水價過於低廉，雖也積
極研擬各種水價方案，然〝真正〞的合理水價亦尚未實施。許多事實表明，現行
水價基數太低，即使有所調漲，仍不利於推動合理用水。因此，為推動乾旱缺水
期之水價調整，並預期能獲得成效，仍需對水價基數或合理水價本身給予考量，
同時儘早實施。
3. 依據本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約有五成四的民眾表示可接受「調漲水價以反
映水源開發成本」之政策，而可接受的調漲後平均水價約為 10∼12 元 噸。由此
可知，民眾「對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已漸能瞭解及接受，此將有助於「水價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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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實施，至於民眾可接受的平均水價（10∼12 元 噸），則可作為水價調
漲幅度擬定時的參考依據。
4. 在乾旱缺水時期之水價調整方面，使用「以價制量」之做法的目的在強迫性
抑制用 水的需求；相對地，亦應採用「以獎減量」的作法來鼓勵節約用水與合
理用水。將此二作法予以合併，可進一步成為「少用價低，多用價高」或「節獎
超罰」之方式，使用水者明瞭用水浪費之嚴重後果及用水節省之實質益處。
5. 本文僅就問卷調查之統計結果給於綜合性之評析，其中尚有部份子題未在此
呈現。由於合理水價及乾旱缺水對政府節約用水措施的推動，具有深遠影響，而
此等影響因子之間的關聯性，更是錯綜複雜。在後續的研究中，將針對此等影響
因子予以更深入的數學統計分析，以期探索出更具量化與代表性的成果。
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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