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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 

 
經濟部 111 年 7 月 5 日經授能字第 11100139190 號函同意自 111 年 7 月 5 日起實施。 

 

一、本手冊依經濟部發布之「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訂定。  

 

二、本公司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之施作，係依照「天然氣事業法」及相關子法、建

築技術規則、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

裝標準、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輸配氣管線施工規範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名詞定義： 

（一）表內管：指自建物計量表出口處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 

（二）表外管：指自本支管分接點至建物計量表入口處間之輸氣管線。 

（三）本支管：指為輸送天然氣而敷設於道路、橋樑、河川、共同管道、涵洞、

堤防、公園或其他土地之輸氣管線。 

(四）緊急遮斷設備：指於地震震度大於五級以上時，能自動切斷用戶端之供

氣以避免二次災害發生之設備，並可附加其他安全功能

設備。 

(五）微電腦瓦斯表通訊設備：指對微電腦瓦斯表具管控及傳輸用之周邊設備。 

(六）政府規費：因用戶申裝管線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道路挖

掘所衍生之代收代付費用。 

 

四、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區分為工程類業務、非工程類業務及用戶停氣、復氣作業，

內容列示如下： 

（一）工程類業務：區分為表內管、表外管、本支管、緊急遮斷設備、微電腦

瓦斯表通訊設備等。 

（二）非工程類業務：區分為估價設計、裝表通氣、表內管審圖、表內管檢驗。 

 (三) 用戶停氣、復氣作業。 

 

五、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之計費項目，內容列示如下： 

（一）工程類業務： 

1.表內管： 

(1)材料：管線、管件、開關、防蝕、固定及其他零星材料等。 

(2)工資：配管、拆除、防蝕、固定、焊接、鑽孔、修補、管線試氣、運搬、

挖掘、非破壞檢查及其他等。 

(3)其他費用：a.監管費用：監造、勞工安全衛生、保險與管理等。 

b.配合費用：視建物樓層、施工狀況與工作時段加計之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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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外管： 

(1)材料：管線、管件、開關、防蝕、固定、高樓隔震及其他零星材料等。 

(2)工資：接氣、配管、拆除、防蝕、固定、焊接、鑽孔、修補、管線試氣、

運搬、道路挖掘補修、高樓隔震、非破壞檢查及其他等。 

(3)其他費用：a.監管費用：監造、勞工安全衛生、保險與管理等。 

b.配合費用：視建物樓層、施工狀況與工作時段加計之費用等。 

3.本支管 

(1)材料：管線、管件、開關、防蝕、固定及其他零星材料等。 

(2)工資：接氣、配管、拆除、防蝕、固定、焊接、鑽孔、修補、管線壓力及

氣密試驗、運搬、道路挖掘補修、非破壞檢查及其他等。 

(3)其他費用：a.監管費用：監造、勞工安全衛生、保險與管理等。 

b.配合費用：視施工狀況與工作時段加計之費用等。 

4.緊急遮斷設備 

(1)材料：控制盤、警報器、不斷電設備、開關、防蝕、固定及其他等。 

(2)工資：設備之裝設、拆除、防蝕、固定、系統測試、運搬工資及其他等。 

(3)其他費用：a.監管費用：監造、勞工安全衛生、保險與管理等。 

b.配合費用：視施工狀況與工作時段加計之費用等。 

5.微電腦瓦斯表通訊設備 

(1)材料：控制盤、警報器、不斷電設備、開關、防蝕、固定及其他等。 

(2)工資：設備之裝設、拆除、防蝕、固定、系統測試、運搬工資及其他等。 

(3)其他費用：a.監管費用：監造、勞工安全衛生、保險與管理等。 

b.配合費用：視施工狀況與工作時段加計之費用等。 

（二）非工程類業務： 

1.裝表通氣費：天然氣管線裝置工程完成後，用戶申請通氣時，公司需安裝

瓦斯計量表，而向用戶收取之費用。 

2.估價設計費：用戶申請使用天然氣，公司需進行裝置工程估價作業，向用

戶收取之費用。 

3.表內管審查費：用戶委託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進行表內管工程，

公司為辦理表內管審圖作業，向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收

取之費用。 

4.表內管檢驗費：用戶委託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進行表內管工程，公

司為辦理表內管竣工檢查作業，向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

收取之費用。 

（三）用戶停氣、復氣作業： 

1.停氣作業費用。 

2.復氣作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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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管線變更或遷移費用。 

（四）政府規費。 

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之計費方式，內容列示如下：： 

(一) 工程類業務： 

1.表內管：視建物及配管處所狀況，依所需管線長度、耗用之管件及其他零星

材料等核計其材料費與施工費，並加計所需之監管與配合費用。 

          其計費依「公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規定，以分離至表內管

作業之原(材)料成本、人事成本、設備折舊費用、委外支出、其他

相關支出及合理分攤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潤計算之。 

2.表外管：視建物及配管處所狀況，依所需管線長度、耗用之管件及其他零星

材料等核計其材料與施工費，並加計所需之監管與配合費用。若多

戶共用表外管者依戶數比例分攤之。 

其計費依「公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規定，以分離至表外管

作業之原(材)料成本、人事成本、表外管以外之設備折舊費用、委

外支出、其他相關支出及合理分攤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潤

計算之。 

3.本支管：事業供應用戶天然氣所裝置之管線設備符合下列條件，並經事業與

用戶書面約定者，得由用戶分攤部分之本支管敷設成本： 

（1）申請裝設用戶之所在地區，尚未裝置本支管。 

（2）本支管敷設成本經合理估計，於耐用年限內無法經由從量費

回收。 

（3）應備本支管費用之計費方式、金額、成本明細表及申請地點

鄰近街廓之管線圖資，以書面方式交付用戶確認。 

經計算收取本支管費用之案件，備齊本支管收費標準之計算方式、

成本明細表及用戶負擔約定書以書面方式交付用戶確認及簽名，以

完成書面約定。公司與用戶針對本支管費用未達共識之案件，其書

面資料亦應留存以供參考。 

本支管收費標準之計算方式詳附件一之一，本支管成本明細表詳附

件一之二，本支管敷設用戶分攤約定書格式詳附件一之三。 

4.緊急遮斷設備：本公司依所耗用之原(材)料成本、人事成本、管線設備以

外之設備折舊費用、委外支出、其他相關支出及合理分攤

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潤計算之。 

5.微電腦瓦斯表通訊設備：本公司依所耗用之原(材)料成本、人事成本、管

線設備以外之設備折舊費用、委外支出、其他相

關支出及合理分攤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

潤計算之。 

（二）非工程類業務：計有估價設計費、裝表通氣費、表內管審圖費、表內管

檢驗費，其收費標準依經濟部核定標準收取，其金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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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三）用戶停氣、復氣作業： 

1.停氣作業費用：其收費標準比照附件二之「裝表通氣費」之金額。 

2.復氣作業費用：其收費標準比照附件二之「裝表通氣費」加計「表內管檢

驗費」之金額。 

3.管線變更或遷移作業費用：涉及管線變更或遷移，依工程類業務表內管或

表外管計價方式收取。 

（四）依政府規定或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七、本公司用戶管線設備裝置作業之申請、估價設計、發包施工等流程及說明，詳

附件三之一，用戶表內管工程自行委託裝置申請送審流程表及竣工報驗流程表

詳附件三之二及附件三之三。 

八、本公司對每次申請裝置戶數達十戶以上之案件，應編製裝置業務計費與成本調

節表，詳附件四，並保存七年；另主管機關要求查核之裝置案件，亦比照辦理。 

九、本公司向用戶計費之報價單格式詳附件五之一，報價明細表格式詳附件五之二。 

十、本公司於公司網站首頁及營業處所適當之處，公告裝置業務計費項目之材料、

工資及其他費用金額，其格式詳附件六。 

十一、本公司之組織、業務及營運等事項遇有變更，或原材料成本顯著變動，而有

修正手冊或計費項目之必要者，得修正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經濟部要求

本公司修正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時，亦應配合之。 

十二、本公司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報經屏東縣政府轉請經濟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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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本支管收費標準之計算方式            

工程編號：     (金額為未稅) 

本支管 

成本 

(A、表 1) 

耐用年限 

(B、註 1) 

預期戶數(C、

註 2) 

年平均使 

用度數 

(D、註 3) 

每度從量費

毛利(E、註
4) 

回收總金額(F) 

F=B×(C1*D1+C2*D2)

×E 

收取標準(A>F

可收) 

每戶分攤

成本(A/C) 

每戶可收取金

額(A-F)/C 

 30 

家庭用戶(C1)= 家庭用戶(D1)= 

     商業服務業用

戶 (C2)= 

商業服務業用

戶 (D2)= 

註：A 為最短路線之敷設成本，若非最短路線，請以本支管成本明細表金額*(最短路線長度/規劃路線長度)計算。 

    每戶實收金額（含稅）  

  相關數據：

申請 

戶數 

 

 

商業服務業用戶 C2  沿線建地面積(m
2
)  家庭用戶年均使用度數(度)  

家庭用戶 

C1 

 申請戶基地面積(m
2
)  商業服務業用戶年均使用度數(度)  

既有戶數  既有戶基地面積(m
2
)  ____年___月售價(元/m

3
)  

潛在戶數  區域供氣普及率(%)註 5  ____年___月氣源成本(元/m
3
)  

註 1：參照 107 年度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審查原則，本支管折舊年限按 30 年估算之。 

註 2：應以下列公式計算預期戶數，申請戶數應區分家庭用戶(C1)與商業服務業用戶(C2)，既有戶與潛在戶納入家庭用戶計算： 

      預期戶數 ＝ 申請戶數 + (既有戶數+潛在戶數) * 區域供氣普及率  

    潛在戶數 ＝  

註 3：D1= ；D2= ，但雙方另行約定使用度數（以合約或報價單所載度數為準），且該

度數大於商業服務業前一年度平均使用度數，得依雙方約定度數計算。 

註 4：售價減氣源成本。 

註 5：區域供氣普及率為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所述供氣區域劃分之基本單位，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區）

為基本單位。 

 
用戶簽章：                

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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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支管成本明細表 

  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本 支 管 成 本 明 細 表 

用戶編號/登記號碼：  

施工地點：OO市 OOO路(街)OO段 OO巷 OO弄 OO號 OO樓 本報價單有效期限至○年○月○日 

項次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一 材料費      

        

  小計(一)      

二 工資      

        

  小計(二)      

三 其他費用      

       

 小計(三)      

四 政府規費(註)(應逐一詳細列舉)      

       

 小計(四)      

       

 本支管成本合計(一)+(二)+(三)+(四)      

       

本支管成本總計   

註：依政府規定或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另應於管線竣工後檢附足以證明收費金額之相關佐證資料

供用戶存查。 

 

本支管長度是否為最短路線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短路線長度(m)  

規劃路線長度(m)  

最短路線長度/規劃路線長度  

已檢附申請地點鄰近街廓之管線圖資 □是 □否 

 

用戶簽章：                

附件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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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本支管敷設用戶分攤約定書                  

 

 

 

 

登記號碼  區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裝置地址  

連絡人  聯絡地址  

住屋狀況  本支管狀況  

 

依「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以下稱計費準則)第 8

條規定，用戶申裝地區同時符合下列情況，並經事業與用戶書面約定者，得

由用戶分攤部分之本支管敷設成本： 

一、申請裝設用戶之所在地區，尚未裝置本支管。 

二、本支管敷設成本經合理估計，於耐用年限內無法經由從量費回收。 

三、應備本支管費用之計費方式、金額、成本明細表及申請地點鄰近街廓之

管線圖資，以書面方式交付用戶確認。 

 

※依裝置計費準則第 8 條之 1 規定，本支管敷設成本之計算應以最短路

線為原則。 

※應繳之費用請詳閱附件一之一至一之三內容，同意後請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工務部 審           核 設           計 推           廣 

    

用戶同意簽章：                

附件一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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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天然氣事業裝置業務部門非工程類裝置業務計費項目及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戶 

          非工程類 

          計費項目 

用戶別 

得向用戶收取費用之金額 
僅向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

者收取費用之金額 

裝表通氣費 估價設計費 
表內管 

審圖費 

表內管檢驗

費 

家庭用戶 200 100 

260 260 

商業用戶、服務業用戶 500 500 

各項非工程類計費項目名詞定義： 

一、 裝表通氣費係天然氣管線裝置工程完成後，用戶申請通氣時，公用天然氣事業需安裝瓦

斯計量表，而向用戶收取之費用。 

二、 估價設計費係用戶申請使用天然氣，公用天然氣事業需進行裝置工程估價作業所收取之

費用。 

三、 表內管審圖費係用戶委託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進行表內管工程，公用天然氣事

業為辦理表內管審圖作業，而向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收取之費用。 

四、 表內管檢驗費係用戶委託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進行表內管工程，公用天然氣事

業為辦理表內管竣工檢查作業，而向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收取之費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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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繳費 

 

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用戶申請裝置作業流程及說明 

 

 

存檔 

結束 

服務中心申請 

電話申請 

E-MAIL 申請 

傳真申請 

 

用戶申請 業務部代辦 

 

電腦登錄 

工務部 

設計估價 

業務部通知 
(電話、郵寄、傳真) 

設計資料 

存查 

 

發包 
與用戶確認施

工日期或配合

施工 

道路挖掘 
製作交通維持計

畫、道路挖掘許可

申請書 

道路挖掘主管機

關核定挖路日期 

依核准日期挖

路 

排定裝表 

日期 

裝表 

使用 

配管 

施工 

填妥申請書，並繳

交估價設計費 

通氣前 

檢驗 

NO 

Yes 

NO 

Yes 

附件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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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表內管工程自行委託裝置申請送審流程表 

 

1、審圖作業自向本公司提出申請之日起算，申請文件未齊備或文件內容有誤者，由

本公司通知承裝業補正，補正時間不計入審查時間。 

2、申請案經本公司審查未予認可者，應敘明未予認可理由並予退件。 

3、自通知承裝業退件之日起算，如該承裝業就同一案件於七個工作日內重新向本公

司提出審圖申請者，減收二分之一審圖費。 

 

 

 

附件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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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表內管工程自行委託裝置竣工報驗流程表 

 
1、承裝業向本公司申請竣工檢查者，其竣工檢查作業時限自申請指定竣工檢查日起

算。但竣工檢查日距其申請日，不得少於三個工作日。 

2、申請文件未齊備或文件內容有誤者，由本公司通知承裝業補正，補正時間不計入

竣工檢查時間。 

3、竣工之表內管經本公司檢查不合格者，應於現場敘明檢查不合格之結果及理由並

予退件。 
 

附件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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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業務計費與成本調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裝置案件編號： 客戶名稱： 

裝置業務 

計費 

裝置業務成本項目與利潤 

原（材）料成
本 

人事成本 
設備折舊
費用 

委外支出 
其他相關
支出 

合理分攤
一般共同
成本 

利潤 

項目 金額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一                

二                

合計                

填表注意事項： 

一、各成本項目應以實際成本或標準成本填列。 

二、針對裝置戶數達十戶以上或主管機關要求查核之裝置案件，事業應編列本表。 

三、公用天然氣事業可依據合理方法（如收入百分比）自行設定基準，預計一般共同成本分攤金額。 

 

 

 

 

 

附件四 



 

 14 

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瓦斯裝置工程報價單（第 1頁） 
登記號碼  區 號  

申 請 人  聯 絡 電 話  

裝置地址  

連 絡 人  聯絡地址  

住屋狀況  本支管狀況  接氣位 mm 

設計容量 單戶               立方公尺/小時 補 密    

牆地修復  共用管用戶編號 －       －       (          ) 

備 

 

 

 

 

註 

 

 

 

 

※請詳閱報價單各項內容同意後簽章。  

項       目 材料費 工資 其他費用 政府規費註 1 合   計 

表內管     

 
表外管     

本支管費用註 2  

其他

項目
註 3註 4 

    

 

 

     

     

營 業 稅  

總    計  

瓦斯表/基本費 

(每月) 
數量 

瓦  斯  費  保  證  金 裝  表  通  氣  費 

單     價 合     計 單     價 合     計 

       /      

       /      

 

以上各項設計如蒙同意，請即惠予繳納 。   本報價單有效時間至     年      月     日  

工務部 審           核 設           計 推           廣 

    

註 1：依政府規定或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且不得加計營業稅。另應於管線竣工後檢附足以證明收

費金額之相關佐證資料供用戶存查。 

註 2：如有收取本支管費用，應交付附件一之一至一之三予用戶簽認。 

註 3：如有收取緊急遮斷設備或微電腦瓦斯表通訊設備，請於報價單中獨立列項。 

註 4：天然氣供應壓力為 250毫米水柱以下之民生用戶均不得收取減壓相關設備。 

用戶簽章：                

用

戶

聯 

 

附件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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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工 程 報 價 明 細 表 
用戶編號/登記號碼：  

施工地點：OO市 OOO路(街)OO段 OO巷 OO弄 OO號 OO樓 本報價單有效期限至○年○月○日 

項次 項      目 單位 單價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壹 表內管      

一 材料費      

         

  小計(一)      

二 工資      

       

  小計(二)      

三 其他費用      

        

  小計(三)      

  表內管合計(一)+(二)+(三)      

       

貳 表外管      

一 材料費      

        

  小計(一)      

二 工資      

        

  小計(二)      

三 其他費用      

       

 小計(三)      

四 政府規費(應逐一詳細列舉)      

       

 小計(四)      

 表外管合計(一)+(二)+(三)+(四)      

       

參 本支管費用(計算方式詳「本支管收

費標準之計算方式」，明細詳「本支

管成本明細表」) 

  

       

肆 其他項目費用(應逐一詳細列舉)      

       

裝置工程費總計   

 經辦  審核  覆核  

 

 

附件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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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工程報價明細表各項內容同意後簽章。   用戶簽章：                

 

 

 

 

 

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裝置業務材料、工資及其他 

計費項目之單價表 
 

 

 

 

 

 

 

 

 

 

 

 

 

民國 111年 7月 5日起適用 

 

 

(本公司僅能向用戶收取本單價表所列之計費項目)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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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材料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壹-1、管線 

1-1 鍍鋅鋼管         

1-1-1 鍍鋅鋼管 ∮20 M 154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1-2 鍍鋅鋼管 ∮25 M 212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1-3 鍍鋅鋼管 ∮40 M 322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1-4 鍍鋅鋼管 ∮50 M 469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1-5 鍍鋅鋼管 ∮80 M 787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1-6 鍍鋅鋼管 ∮100 M 1,016  鍍鋅 CNS6445 台灣 明管  

1-2 PE被覆鍍鋅鋼管         

1-2-1 PE 被覆鍍鋅鋼管 ∮20 M 250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2 PE 被覆鍍鋅鋼管 ∮25 M 325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3 PE 被覆鍍鋅鋼管 ∮32 M 534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4 PE 被覆鍍鋅鋼管 ∮40 M 561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5 PE 被覆鍍鋅鋼管 ∮50 M 600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6 PE 被覆鍍鋅鋼管 ∮80 M 950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7 PE 被覆鍍鋅鋼管 ∮100 M 1,140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8 PE 被覆鍍鋅鋼管 ∮150 M 1,850  鍍鋅 CNS13638 台灣 明/暗管  

1-2-9 PE 被覆無縫鋼管 ∮25 M 450  GPP-PCP  ASTM A106 GR.B 日本 明/暗管  

1-3 PE 被覆無縫鋼管         

1-3-1 PE 被覆無縫鋼管 ∮50 M 643  GPP-PCP  ASTM A106 GR.B 日本 明/暗管  

1-3-2 PE 被覆無縫鋼管 ∮80 M 1,250  GPP-PCP  ASTM A106 GR.B 日本 明/暗管  

1-3-3 PE 被覆無縫鋼管 ∮100 M 1,500  GPP-PCP  ASTM A106 GR.B 日本 明/暗管  

1-3-4 PE 被覆無縫鋼管 ∮150 M 4,500  GPP-PCP  ASTM A106 GR.B 日本 明/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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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1-4 PE管         

1-4-1 英制 PE 管 1" M 90  SDR11 CNS12835-2 台灣 暗管  

1-4-2 英制 PE 管 2" M 250  SDR11 CNS12835-2 台灣 暗管  

1-4-3 英制 PE 管 3" M 400  SDR11.5 CNS12835-2 台灣 暗管  

1-4-4 英制 PE 管 4" M 560  SDR11.5 CNS12835-2 台灣 暗管  

1-4-5 英制 PE 管 6" M 1,500  SDR11.5 CNS12835-2 台灣 暗管  

1-4-6 公制 PE 管 ∮32 M 51  PE80 CNS 12835-2  台灣 暗管  

1-4-7 公制 PE 管 ∮63 M 181  PE80 CNS 12835-2  台灣 暗管  

1-4-8 公制 PE 管 ∮110 M 545  PE80 CNS 12835-2  台灣 暗管  

1-4-9 公制 PE 管 ∮160 M 1,302  PE80 CNS 12835-2  台灣 暗管  

1-5 不鏽鋼可繞管         

1-5-1 不鏽鋼可繞管 15A M 490  不鏽鋼 JIS G4305 日本 明/暗管  

1-5-2 不鏽鋼可繞管 20A M 490  不鏽鋼 JIS G4305 日本 明/暗管  

1-5-3 不鏽鋼可繞管 25A M 800  不鏽鋼 JIS G4305 日本 明/暗管  

          

          

          

          

          

          

          

          

          

          



 

 19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壹-2 管件 

2-1 彎頭         

2-1-1 鍍鋅彎頭 ∮20 只 1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 鍍鋅彎頭 ∮25 只 2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3 鍍鋅彎頭 ∮40 只 5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4 鍍鋅彎頭 ∮50 只 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5 鍍鋅彎頭 ∮80 只 2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6 鍍鋅彎頭 ∮100 只 74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7 異徑鍍鋅彎頭 ∮20X15 只 1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8 異徑鍍鋅彎頭 ∮25X15 只 2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9 異徑鍍鋅彎頭 ∮25X20 只 2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0 異徑鍍鋅彎頭 ∮32X20 只 6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1 異徑鍍鋅彎頭 ∮32X25 只 6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2 異徑鍍鋅彎頭 ∮40X20 只 5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3 異徑鍍鋅彎頭 ∮40X25 只 5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4 異徑鍍鋅彎頭 ∮40X32 只 5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5 異徑鍍鋅彎頭 ∮50X20 只 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6 異徑鍍鋅彎頭 ∮50X25 只 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7 異徑鍍鋅彎頭 ∮50X32 只 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8 異徑鍍鋅彎頭 ∮50X40 只 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19 異徑鍍鋅彎頭 ∮80X25 只 2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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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1-20 異徑鍍鋅彎頭 ∮80X32 只 2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1 異徑鍍鋅彎頭 ∮80X40 只 2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2 異徑鍍鋅彎頭 ∮80X50 只 2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3 異徑鍍鋅彎頭 ∮100X50 只 84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 短接         

2-2-1 鍍鋅接頭 ∮15 只 15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2 鍍鋅接頭 ∮20 只 2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3 鍍鋅接頭 ∮25 只 3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4 鍍鋅接頭 ∮32 只 4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5 鍍鋅接頭 ∮40 只 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6 鍍鋅接頭 ∮50 只 9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7 鍍鋅接頭 ∮80 只 207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8 鍍鋅接頭 ∮100 只 35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9 異徑鍍鋅接頭 ∮20X15 只 15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0 異徑鍍鋅接頭 ∮25X15 只 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1 異徑鍍鋅接頭 ∮25X20 只 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2 異徑鍍鋅接頭 ∮32X20 只 4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3 異徑鍍鋅接頭 ∮32X25 只 4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4 異徑鍍鋅接頭 ∮40X20 只 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5 異徑鍍鋅接頭 ∮40X25 只 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6 異徑鍍鋅接頭 ∮40X32 只 6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7 異徑鍍鋅接頭 ∮50X25 只 9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8 異徑鍍鋅接頭 ∮50X40 只 9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19 異徑鍍鋅接頭 ∮80X25 只 25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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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2-20 異徑鍍鋅接頭 ∮80X40 只 25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2-21 異徑鍍鋅接頭 ∮80X50 只 25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 鍍鋅短接          

2-3-1 鍍鋅短接  ∮15 只 15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2 鍍鋅短接  ∮20 只 2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3 鍍鋅短接  ∮25 只 3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4 鍍鋅短接  ∮32 只 4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5 鍍鋅短接  ∮40 只 5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6 鍍鋅短接  ∮50 只 8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7 鍍鋅短接  ∮80 只 2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3-8 鍍鋅短接  ∮100 只 36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 鍍鋅丁字         

2-4-1 鍍鋅丁字     ∮15 只 2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 鍍鋅丁字     ∮20 只 2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3 鍍鋅丁字     ∮25 只 3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4 鍍鋅丁字     ∮32 只 9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5 鍍鋅丁字     ∮40 只 11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6 鍍鋅丁字     ∮50 只 17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7 鍍鋅丁字     ∮80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8 鍍鋅丁字     ∮100 只 88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9 異徑鍍鋅丁字     ∮20X15 只 2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0 異徑鍍鋅丁字     ∮25X15 只 3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1 異徑鍍鋅丁字     ∮25X20 只 3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2 異徑鍍鋅丁字     ∮32X15 只 9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3 異徑鍍鋅丁字     ∮32X20 只 9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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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4-14 異徑鍍鋅丁字     ∮32X25 只 9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5 異徑鍍鋅丁字     ∮40X15 只 11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6 異徑鍍鋅丁字     ∮40X20 只 11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7 異徑鍍鋅丁字     ∮40X25 只 11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8 異徑鍍鋅丁字     ∮50X15 只 17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19 異徑鍍鋅丁字     ∮50X20 只 17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0 異徑鍍鋅丁字     ∮50X25 只 17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1 異徑鍍鋅丁字     ∮50X40 只 17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2 異徑鍍鋅丁字     ∮80X20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3 異徑鍍鋅丁字     ∮80X25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4 異徑鍍鋅丁字     ∮80X32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5 異徑鍍鋅丁字     ∮80X40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6 異徑鍍鋅丁字     ∮80X50 只 29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4-27 異徑鍍鋅丁字     ∮100X50 只 1,06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 鍍鋅縮接         

2-5-1 鍍鋅縮接 ∮20X15 只 1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2 鍍鋅縮接 ∮25X15 只 2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3 鍍鋅縮接 ∮25X20 只 2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4 鍍鋅縮接 ∮32X20 只 4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5 鍍鋅縮接 ∮32X25 只 4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6 鍍鋅縮接 ∮40X20 只 5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7 鍍鋅縮接 ∮40X25 只 5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8 鍍鋅縮接 ∮40X32 只 53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9 鍍鋅縮接 ∮50X20 只 7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0 鍍鋅縮接 ∮50X25 只 7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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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5-11 鍍鋅縮接 ∮50X32 只 7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2 鍍鋅縮接 ∮50X40 只 7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3 鍍鋅縮接 ∮80X25 只 2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4 鍍鋅縮接 ∮80X32 只 2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5 鍍鋅縮接 ∮80X40 只 21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5-16 鍍鋅縮接 ∮100X50 只 38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 鍍鋅塞頭         

2-6-1 鍍鋅塞頭  ∮15 只 1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2 鍍鋅塞頭  ∮20 只 1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3 鍍鋅塞頭  ∮25 只 22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4 鍍鋅塞頭  ∮32 只 29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5 鍍鋅塞頭  ∮40 只 4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6 鍍鋅塞頭  ∮50 只 7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7 鍍鋅塞頭  ∮80 只 195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6-8 鍍鋅塞頭  ∮100 只 350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7 可焊鋼彎頭         

2-7-1 可焊鋼彎頭 ∮25 只 77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7-2 可焊鋼彎頭 ∮40 只 102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7-3 可焊鋼彎頭 ∮50 只 144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7-4 可焊鋼彎頭 ∮80 只 384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7-5 可焊鋼彎頭 ∮100 只 72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7-6 可焊鋼彎頭 ∮150 只 1,568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 可焊鋼縮接         

2-8-1 可焊鋼縮接 ∮50X25 只 192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2 可焊鋼縮接 ∮50X40 只 192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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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8-3 可焊鋼縮接 ∮80X25 只 224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4 可焊鋼縮接 ∮80X50 只 224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5 可焊鋼縮接 ∮100X40 只 38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6 可焊鋼縮接 ∮100X50 只 38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8-7 可焊鋼縮接 ∮100X80 只 38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 可焊丁字         

2-9-1 可焊丁字 ∮25 只 13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2 可焊丁字 ∮50 只 322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3 可焊丁字 ∮80 只 746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4 可焊丁字 ∮100 只 1,12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5 異徑可焊丁字 ∮50X25 只 32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6 異徑可焊丁字 ∮80X25 只 941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7 異徑可焊丁字 ∮80X50 只 90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8 異徑可焊丁字 ∮100X50 只 1,10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9-9 異徑可焊丁字 ∮100X80 只 1,10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10 可焊鋼管帽         

2-10-1 可焊鋼管帽 ∮50 只 93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10-2 可焊鋼管帽 ∮80 只 301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10-3 可焊鋼管帽 ∮100 只 360  鋼 ASME B16.9 台灣 明/暗管(須包覆)  

2-11 由令           

2-11-1 由令   ∮20 只 42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2 由令   ∮25 只 74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3 由令   ∮50 只 18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4 由令   ∮80 只 538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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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制 備註 

2-11-5 高壓由令   ∮20 只 305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6 高壓由令   ∮25 只 602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7 高壓由令   ∮40 只 631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8 高壓由令   ∮50 只 877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9 高壓由令   ∮80 只 2,356  鑄鐵 CNC2936 中國 明管  

2-11-10 錶由令    ∮20 只 70  鑄鐵 CNC2943 中國 明管  

2-11-11 錶由令    ∮25 只 85  鑄鐵 CNC2943 中國 明管  

2-12 供給丁字         

2-12-1 供給丁字     ∮20 只 37  鑄鐵 CNC2942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2 供給丁字     ∮25 只 45  鑄鐵 CNC2943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2-3 供給丁字     ∮50 只 166  鑄鐵 CNC2943 中國 明/暗管(須包覆)  

2-13 PE被覆彎頭         

2-13-1 PE被覆彎頭 ∮20 只 98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3-2 PE被覆彎頭 ∮25 只 107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3-3 PE被覆彎頭 ∮50 只 496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4 PE被覆接頭         

2-14-1 PE被覆接頭 ∮20 只 106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4-2 PE被覆接頭 ∮25 只 129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4-3 PE被覆接頭 ∮50 只 330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5 PE被覆丁字         

2-15-1 PE被覆丁字 ∮50 只 592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2-15-2 PE被覆丁字 ∮50x20 只 567  鑄鐵/PE 
CNS2936/參考CNS13638規

範 台灣 明/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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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2-16 PE丁字         

2-16-1 PE丁字                       ∮25 只 455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6-2 PE丁字 ∮32 只 477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6-3 PE丁字 ∮50 只 845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6-4 PE丁字 ∮80 只 1101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6-5 PE丁字 ∮100 只 2518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暗管  

2-17 PE縮接         

2-17-1 PE縮接 ∮32X25 只 660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7-2 PE縮接 ∮50X25 只 700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7-3 PE縮接 ∮50X32 只 762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7-4 PE縮接 ∮80X50 只 765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7-5 PE縮接 ∮100X50 只 822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7-6 PE縮接 ∮100X80 只 994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8 PE電融縮接         

2-18-1 PE電融縮接 ∮63X32 只 737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18-2 PE電融縮接 ∮90X63 只 1674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18-3 PE電融縮接 ∮110X90 只 3300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19 PE彎頭         

2-19-1 PE彎頭 ∮25 只 380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9-2 PE彎頭 ∮50 只 571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9-3 PE彎頭 ∮80 只 1343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9-4 PE彎頭 ∮100 只 2024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19-5 PE彎頭 ∮110 只 2100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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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2-19-6 PE彎頭 ∮32X90 只 862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 PE管帽         

2-20-1 PE管帽 ∮25 只 271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2 PE管帽 ∮32 只 277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3 PE管帽 ∮50 只 410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4 PE管帽 ∮80 只 676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5 PE管帽 ∮100 只 1076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0-6 PE管帽 ∮110 只 1546 聚乙烯 CNS12835-3 美國 暗管  

2-21 電融鞍座            

2-21-1 電融鞍座         ∮90X32 只 2926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1-2 電融鞍座 ∮110X32 只 2926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 電融自鑽鞍座         

2-22-1 電融自鑽鞍座 ∮100X50 只 5800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2 電融自鑽鞍座                   ∮100X25 只 3092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3 電融自鑽鞍座 ∮110X63 只 2772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4 電融自鑽鞍座 ∮80X50 只 3080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5 電融自鑽鞍座 ∮80X25 只 2502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6 電融自鑽鞍座 ∮63x32     只 2400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2-7 電融自鑽鞍座 ∮50X25 只 2439 聚乙烯 CNS12835-3 德國 暗管  

          

2-23 轉換接頭         

2-23-1 牙口式轉換接頭 ∮25 只 1209      

2-23-2 牙口式轉換接頭 ∮32 只 1300      

2-23-3 牙口式轉換接頭 ∮50 只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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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2-23-4 牙口式轉換接頭 ∮63 只 3125    
 

 

2-23-5 牙口式轉換接頭 ∮90 只 4162      

2-23-6 焊接式轉換接頭 ∮50 只 3100      

2-23-7 焊接式轉換接頭 ∮80 只 4200      

2-23-8 焊接式轉換接頭 ∮100 只 5440      

2-23-9 焊接式轉換接頭 ∮63 只 3800      

2-23-10 焊接式轉換接頭 ∮90 只 4400      

2-23-11 焊接式轉換接頭 ∮110 只 5800      

          

2-24 電融接頭         

2-24-1 電融接頭 ∮25 只 359 聚乙烯 CNS12835-3    

2-24-2 電融接頭 ∮32 只 365 聚乙烯 CNS12835-3    

2-24-3 電融接頭 ∮50 只 607 聚乙烯 CNS12835-3    

2-24-4 電融接頭 ∮63 只 611 聚乙烯 CNS12835-3    

2-24-5 電融接頭 ∮80 只 1175 聚乙烯 CNS12835-3    

2-24-6 電融接頭 ∮90 只 1177 聚乙烯 CNS12835-3    

2-24-7 電融接頭 ∮100 只 1393 聚乙烯 CNS12835-3    

2-24-8 電融接頭 ∮110 只 1393 聚乙烯 CNS12835-3    

          

2-25 電融彎頭         

2-25-1 電融彎頭 ∮32 只 830 聚乙烯 CNS12835-3    

2-25-2 電融彎頭 ∮63 只 850 聚乙烯 CNS12835-3    

2-25-3 電融彎頭 ∮90 只 2401 聚乙烯 CNS12835-3    

2-25-4 電融彎頭 ∮110X90 只 4369 聚乙烯 CNS12835-3    

          



 

 29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2-26 電融丁字       
 

 

2-26-1 電融丁字 ∮63 只 1447 聚乙烯 CNS12835-3    

2-26-2 電融丁字 ∮90 只 3840 聚乙烯 CNS12835-3    

2-26-3 電融丁字 ∮110 只 4033 聚乙烯 CNS12835-3    

2-26-4 電融丁字 ∮110X90 只 4400 聚乙烯 CNS12835-3    

2-26-5 電融丁字 ∮110X63 只 4468 聚乙烯 CNS12835-3    

          

2-27 電融管帽         

2-27-1 電融管帽 ∮32 只 500 聚乙烯 CNS12835-3    

2-27-2 電融管帽 ∮63 只 1520 聚乙烯 CNS12835-3    

2-27-3 電融管帽 ∮90 只 2312 聚乙烯 CNS12835-3    

2-27-4 電融管帽 ∮110 只 3290 聚乙烯 CNS12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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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壹-3、開關 

3-1 單口龍頭         

3-1-1 單口龍頭 ∮15 只 256  鍛造黃銅 CAC406(BC6) 台灣 明管  

3-1-2 超流量遮斷單口龍頭  ∮15 個 640  黃銅 CNS13644 台灣 明管  

3-2 安全球閥         

3-2-1 鑄銅安全球閥 ∮15 只 360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2 鑄銅安全球閥 ∮20 只 376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3 鑄銅安全球閥 ∮25 只 550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4 鑄銅安全球閥 ∮32 只 1,068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5 鑄銅安全球閥 ∮40 只 1,358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6 鑄銅安全球閥 ∮50 只 2,130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7 鑄銅安全球閥 ∮80 只 4,800  鍛造黃銅 CNS11355 B2769 台灣 明管  

3-2-8 中壓安全球閥 ∮20 個 464  不銹鋼  CNS8497 304 台灣 明管  

3-2-9 中壓安全球閥 ∮25 個 704  不銹鋼  CNS8497 304 台灣 明管  

3-2-10 中壓安全球閥 ∮50 個 2,528  不銹鋼  CNS8497 304 台灣 明管  

3-3 PE 球閥         

3-3-1 英制 PE 球閥 ∮50 只 7,475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3-2 英制 PE 球閥 ∮80 只 12,180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3-3 英制 PE 球閥 ∮100 只 21,000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3-4 公制 PE 球閥 ∮63 只 13,078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3-5 公制 PE 球閥 ∮90 只 15,080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3-6 公制 PE 球閥 ∮160 只 40,950  PE/2406/2708 ASME B16.4 美國 暗管  

3-4 不鏽鋼法蘭球閥         

3-4-1 不鏽鋼法蘭球閥#150 ∮50 個 8,840  不鏽鋼  ASTM A351 CF8 台灣 明管 
含法蘭、墊片 

、螺栓 
3-4-2 不鏽鋼法蘭球閥#150 ∮80 個 17,969  不鏽鋼  ASTM A351 CF8 台灣 明管 

3-4-3 不鏽鋼法蘭球閥#300 ∮100 個 27,421  不鏽鋼  ASTM A351 CF8 台灣 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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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壹-4、防蝕包覆材料 
4-1 熱縮套         

4-1-1 熱縮套(直型) ∮50 片 500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2 熱縮套(直型) ∮80 片 600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3 熱縮套(直型) ∮100 片 646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4 熱縮套(直型) ∮150 片 970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5 熱縮套(彎頭型) ∮50 片 496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6 熱縮套(彎頭型) ∮80 片 1,504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7 熱縮套(彎頭型) ∮100 片 2,160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1-8 熱縮套(彎頭型) ∮150 片 3,152  PE 符合 ASTM及 ISO認證 加拿大  

4-2 PVC 膠帶 0.25m/m×50m/m×20M 捲 120  P.T.F.E IEC 60454-3-1 台灣  

4-3 防蝕帶           PE-102x15M  捲 405  PE 
ASTM D374/ 

D1000/D624/D149 台灣  

4-4 止洩帶   0.1mmx13mmx15M  捲 22  P.T.F.E 符合 SDS無毒認證 台灣  

         

壹-5、固定及墊片 

          

壹-6、壓力相關設備 

6-1 整壓器        

供壓為 250毫米水

柱以下之民生用戶

均不得收取整壓相

關設備費用 

6-1-1 低壓整壓器 ∮25-1883B2 只 7,48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低壓 

6-1-2 低壓整壓器 ∮50-1883 只 27,92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低壓 

6-1-3 中壓整壓器 ∮25-1883CPB2 只 24,64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中壓 

6-1-4 中壓整壓器 ∮50-1884PFM 只 58,65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中壓 

6-1-5 中壓整壓器 ∮50-2083 只 47,60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中壓 

6-1-6 中壓整壓器 ∮50-1803 只 58,650  壓鑄鋁 ANSI B31.8c-1994 美國 中壓 

6-2 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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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6、壓力相關設備 

6-2-1 牙口過濾器 ∮20 只 1,377  ASTM A-106/105 符合 ASME及 CNS規範 美國  

供壓為 250毫米水

柱以下之民生用戶

均不得收取整壓相

關設備費用 

6-2-2 牙口過濾器 ∮25 只 1,870  ASTM A-106/105 符合 ASME及 CNS規範 美國  

6-2-3 牙口過濾器 ∮50 只 8,840  ASTM A-106/105 符合 ASME及 CNS規範 美國  

6-2-4 法蘭過濾器 150#  ∮50 只 75,000  ASTM A-106/105 符合 ASME及 CNS規範 美國  

6-2-5 法蘭過濾器 150#  ∮80 只 117,300  ASTM A-106/105 符合 ASME及 CNS規範 美國  

6-3 壓力計        

6-3-1 0~1000mmH2O 壓力計 0~1000mmH2O  只 3,910  電鍍鑄鐵 ISO9001 日本  

6-3-2 0~5kg/cm2 壓力計 0~5kg/cm2  只 1,580  電鍍鑄鐵 ISO9001 日本  

         

         

         

         

         

         

         

壹-7、緊急遮斷設備 

7-1 緊急遮斷閥         

7-1-1 低壓緊急遮斷閥 20A 只 7,000  ADC-12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2 低壓緊急遮斷閥 25A 只 8,400  ADC-12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3 低壓緊急遮斷閥 32A 只 39,2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4 低壓緊急遮斷閥 40A 只 39,2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5 低壓緊急遮斷閥 50A 只 64,4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6 低壓緊急遮斷閥 80A 只 84,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7-1-7 低壓緊急遮斷閥 100A 只 102,2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低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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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先

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7-1-8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20A 只 15,4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9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25A 只 16,8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0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32A 只 56,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1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40A 只 63,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2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50A 只 78,4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3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80A 只 117,6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4 中壓緊急遮斷閥(電磁)  100A 只 138,6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5 中壓緊急遮斷閥(氣動)   50A 只 336,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6 中壓緊急遮斷閥(氣動)  80A 只 392,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1-17 中壓緊急遮斷閥(氣動)  100A 只 476,000  FCD-45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公

司認可 
日本 中壓  

7-2 集中監視盤          

7-2-1 集中監視盤 5L 5L 只 88,2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2-2 集中監視盤 10L 10L 只 102,2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2-3 集中監視盤 15L 15L 只 124,6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2-4 集中監視盤 20L 20L 只 138,6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2-5 集中監視盤 25L 25L 只 152,6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2-6 集中監視盤 30L 30L 只 168,000  
外殼:鐵  內

部:PC板 
日本 KHK認證 日本 依個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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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7-3 偵測器         

7-3-1 瓦斯偵測器 – 只 3,92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 

日本 JIA認證及消防

署認可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3-2 瓦斯與 CO兩用型偵測器 – 只 4,90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 

日本 JIA認證及消防

署認可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4 遮斷閥控制器 – 只 9,24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

公司認可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5 中繼器 – 只 8,400  外殼:塑膠  
日本東京及大阪瓦斯

公司認可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6 感震器 – 只 4,900  
外殼:塑膠   

內部:磁石 
日本機器工會基準 日本 依個案配置  

7-7 電源供應器         

7-7-1 電源供應器 500VA 只 3,92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蓄電池 
CNS1343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7-2 電源供應器 1000VA 只 6,30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蓄電池 
CNS1343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8 監控箱         

7-8-1 監控箱(小) – 只 5,600  黑鐵本體烤漆 訂製品 SS41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8-2 監控箱(中) – 只 16,800  黑鐵本體烤漆 訂製品 SS41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8-3 監控箱(大) – 只 33,600  黑鐵本體烤漆 訂製品 SS41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 EMT管及管件         

7-9-1 EMT管及管件 1/2" M 56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2 EMT管及管件 3/4" M 67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3 EMT管及管件 1" M 112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4 EMT管及管件 1 1/4" M 134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5 EMT管及管件 1 1/2" M 168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9-6 EMT管及管件 2" M 224  鐵 CNS260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 電源線         

7-10-1 電源線 1.6mm*2C  M 35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2 電源線 2.0mm*2C  M 49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3 電纜線 0.75mm2*4C  M 35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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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材質 國家標準編號或

先進國家標準 

產地 採用原則或限

制 

備註 

7-10-4 電纜線 0.75mm2*10C M 70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5 電纜線 0.75mm2*20C M 112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6 電纜線 0.75mm2*30C M 210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7 電纜線 0.75mm2*40C M 280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0-8 電纜線 0.75mm2*50C M 350  銅+樹酯 CNS4898 台灣 依個案配置  

7-11 結線箱 – 只 840  鑄鐵 CNC293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配合中繼器安裝 

7-12 結線盒 – 只 70  鑄鐵 CNC293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配合瓦斯偵測器安裝 

7-13 固定架及組件 – 只 560  鑄鐵 CNC2936 台灣 依個案配置  

壹-8、微電腦瓦斯表通訊設備 

8-1 無線傳輸子機 – 只 8500 
外殼:塑膠 內

部:PC板 
    

壹-9、其他 

9-1 鑄鐵閥箱 圓形 只 1980 鑄鐵 CNC2936 台灣 道路使用  

9-2 法蘭球閥立棒 3"X150# 只 1670 不鏽鋼 CNS8497 304 台灣 控制開關  

9-3 警示帶 150mm*200M 米 16  聚乙烯 CNS8644 台灣 暗管警示  

9-4 瀝美土 40kg 包 350  瀝青混凝土 符合 CNS認證 台灣 路面臨補  

9-5 水泥座  只 1482 RC  台灣 閥箱支撐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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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資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1、接氣 

1-1 明管接氣 
      

1-1-1 明管預留丁字(日) 
∮80 

以下 
處 964    牙、焊接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1-2 暗管接氣 
      

1-2-1 入戶管接氣工資(挖 3m 以內)(日) ∮25 處 10,059  PE 暗管+電熔接合 1、入戶管接氣工資是由

本支管銜接至用戶整壓

設備所需之工程費用。 

2、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

工費之 1.6倍 

1-2-2 入戶管接氣工資(挖 3.1m~6m)(日) ∮25 處 16,048  PE 暗管+電熔接合 

1-2-3 入戶管接氣工資 (挖 3.1m~6m)(日) ∮50 處 17,724  PE 暗管+電熔接合 

1-2-4 本管接氣前巷穿孔(日) ∮100 處 1,826    牙、焊接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1-2-5 本管接氣後巷穿孔(日) ∮100 處 1,319    牙、焊接 
1-2-6 支管前巷暗管穿孔(日) ∮100 處 1,393    牙、焊接 
1-2-7 支管前巷切管∮32~50(日) ∮80 處 1,852    牙、焊接 
1-2-8 支管前巷切管∮65~80(日) ∮80 處 1,971    牙、焊接 
1-2-9 支管前巷預留丁字(日) ∮80 處 1,369    牙、焊接 
1-2-10 支管後巷暗管穿孔(日) ∮80 處 1,014    牙、焊接 
1-2-11 支管後巷切管∮32~50(日) ∮80 處 1,116    牙、焊接 
1-2-12 支管後巷切管∮65~80(日) ∮80 處 1,191    牙、焊接 
1-2-13 支管後巷預留丁字(日) ∮80 處 964    牙、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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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2、配氣 

2-1 日間明管配氣 
      

2-1-1 日間明管配管 ∮20 M 142    明管+牙接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2-1-2 日間明管配管 ∮25 M 163    明管+牙接 

2-1-3 日間明管配管 ∮32 M 172    明管+牙接 

2-1-4 日間明管配管 ∮40 M 198    明管+牙接 

2-1-5 日間明管配管 ∮50 M 243    明管+牙、焊接 

2-1-6 日間明管配管 ∮65 M 298    明管+牙、焊接 

2-1-7 日間明管配管 ∮80 M 342    明管+牙、焊接 

2-1-8 日間明管配管 ∮100 M 541    明管+焊接 

2-1-9 日間明管配管 ∮150 M 842    明管+焊接 

2-2 日間暗管配氣 
      

2-2-1 日間暗管配管 ∮20 M 265    暗管+牙、焊接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2-2-2 日間暗管配管 ∮25 M 278    暗管+牙、焊接 

2-2-3 日間暗管配管 ∮32 M 305    暗管+牙、焊接 

2-2-4 日間暗管配管 ∮40 M 331    暗管+牙、焊接 

2-2-5 日間暗管配管 ∮50 M 397    暗管+牙、焊接 

2-2-6 日間暗管配管 ∮65 M 463    暗管+牙、焊接 

2-2-7 日間暗管配管 ∮80 M 529    暗管+牙、焊接 

2-2-8 日間暗管配管 ∮100 M 938    暗管+焊接 

2-2-9 日間暗管配管 ∮150 M 1,407    暗管+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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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

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3、組裝/安裝 

3-1 表位管件工資 
      

3-1-1 表位管件工資 ∮20 只 1,400    螺紋接合  

3-1-2 表位管件工資 ∮25 只 2,095    螺紋接合  

3-1-3 表位管件工資 ∮32 只 3,743    螺紋接合  

3-1-4 表位管件工資 ∮40 只 4,817    螺紋接合  

3-1-5 表位管件工資 ∮50 只 6,000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1-6 表位管件工資 ∮65 只 9,008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1-7 表位管件工資 ∮80 只 12,042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1-8 表位管件工資 ∮100 只 15,000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 安裝球閥 
      

3-2-1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15 只 66    螺紋接合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3-2-2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20 只 66    螺紋接合 

3-2-3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25 只 66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4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32 只 88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5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40 只 88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6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50 只 88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7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65 只 132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8 安裝牙口球閥工資 ∮80 只 132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2-9 安裝法蘭球閥工資 ∮50 只 882    螺紋接合 

3-2-10 安裝法蘭球閥工資 ∮80 只 882    螺紋接合 

3-2-11 安裝法蘭球閥工資 ∮100 只 882    螺紋接合 

3-2-12 安裝法蘭球閥工資 ∮150 只 882    螺紋接合 

3-2-13 安裝 PE球閥   組 1,764    水平放置 
1.含 PE球閥、水泥座、

鑄鐵閥箱及立棒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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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

工費之 1.6倍 

 

3-3 安裝整壓器 
     供壓為 250毫米水柱以

下之民生用戶均不得收

取整壓相關設備費用 

3-3-1 整壓器安裝 ∮20 只 375    螺紋接合 

3-3-2 整壓器安裝 ∮25 只 375    螺紋接合 

3-3-3 整壓器安裝 ∮50 只 563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4 嵌入式表位安裝 
      

3-4-1 嵌入式表位安裝 25燈(含)以下 只 1,103    螺紋接合 
表位(嵌入式)安裝工資

適用於新設原建、商業

用戶之表位放樣及配置

作業，一戶以一式計

算。 

3-4-2 嵌入式表位安裝 80燈~150燈 只 8,400    焊接接合/螺紋接合 

3-5 管線(件)固定工資       

3-5-1 日間固定夾工資 ∮20 只 38  不鏽鋼 管線固定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3-5-2 日間固定夾工資 ∮25 只 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 日間固定夾工資 ∮32 只 6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4 日間固定夾工資 ∮40 只 78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5 日間固定夾工資 ∮50 只 9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6 日間固定夾工資 ∮65 只 100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7 日間固定夾工資 ∮80 只 110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8 日間固定夾工資 ∮100 只 176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9 日間固定夾工資 ∮150 只 265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0 日間吊架工資 ∮50 只 551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1 日間吊架工資 ∮65 只 66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2 日間吊架工資 ∮80 只 66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3 日間吊架工資 ∮100 只 66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3-5-15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20 只 83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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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25 只 83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7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32 只 83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8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40 只 83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19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50 只 83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0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65 只 90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1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80 只 90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2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100 只 1,64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3 不鏽鋼支撐架工資 ∮150 只 1,726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4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20 只 46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5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25 只 46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6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32 只 46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7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40 只 46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8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50 只 463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29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65 只 507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0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80 只 507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1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100 只 551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2 不鏽鋼凹型槽鐵工資 ∮150 只 662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3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20 只 1,5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4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25 只 1,5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5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32 只 1,5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6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40 只 1,5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7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50 只 1,54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8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65 只 1,786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39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80 只 1,786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40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100 只 1,874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41 不鏽鋼三角架工資 ∮150 只 2,315  不鏽鋼 管線固定 

3-5-42 鍍鋅三角架工資 ∮20 只 662  鍍鋅 管線固定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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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鍍鋅三角架工資 ∮25 只 662  鍍鋅 管線固定 工費之 1.6倍 

3-5-44 鍍鋅三角架工資 ∮32 只 662  鍍鋅 管線固定 

3-5-45 鍍鋅三角架工資 ∮40 只 662  鍍鋅 管線固定 

3-5-46 鍍鋅三角架工資 ∮50 只 772  鍍鋅 管線固定 

3-5-47 鍍鋅三角架工資 ∮65 只 772  鍍鋅 管線固定 

3-5-48 鍍鋅三角架工資 ∮80 只 838  鍍鋅 管線固定 

3-5-49 鍍鋅三角架工資 ∮100 只 904  鍍鋅 管線固定 

3-5-50 鍍鋅三角架工資 ∮150 只 1,058  鍍鋅 管線固定 

3-5-51 鍍鋅方形架工資 ∮20 只 882  鍍鋅 管線固定 

3-5-52 鍍鋅方形架工資 ∮25 只 882  鍍鋅 管線固定 

3-5-53 鍍鋅方形架工資 ∮32 只 882  鍍鋅 管線固定 

3-5-54 鍍鋅方形架工資 ∮40 只 882  鍍鋅 管線固定 

3-5-55 鍍鋅方形架工資 ∮50 只 882  鍍鋅 管線固定 

3-5-56 鍍鋅方形架工資 ∮65 只 970  鍍鋅 管線固定 

3-5-57 鍍鋅方形架工資 ∮80 只 970  鍍鋅 管線固定 

3-5-58 鍍鋅方形架工資 ∮100 只 1,058  鍍鋅 管線固定 

3-5-59 鍍鋅方形架工資 ∮150 只 1,058  鍍鋅 管線固定 

3-5-60 表架   座 2,205  鍍鋅 表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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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

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5、焊接/鑽孔 

5-1 焊接工資 
      

5-1-1 日間對口焊接 ∮20 口 364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5-1-2 日間對口焊接 ∮25 口 364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3 日間對口焊接 ∮32 口 364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4 日間對口焊接 ∮40 口 413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5 日間對口焊接 ∮50 口 679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6 日間對口焊接 ∮65 口 679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7 日間對口焊接 ∮80 口 679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8 日間對口焊接 ∮100 口 1,257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1-9 日間對口焊接 ∮150 口 1,962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4、拆除 

4-1 明管拆管 
      

4-1-1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20 M 44    露出配管+拆除  

4-1-2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25 M 44    露出配管+拆除  

4-1-3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32 M 48    露出配管+拆除  

4-1-4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40 M 56    露出配管+拆除  

4-1-5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50 M 64    露出配管+拆除  

4-1-6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65 M 80    露出配管+拆除  

4-1-7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80 M 88    露出配管+拆除  

4-1-8 日間明管拆管工資 ∮100 M 110    露出配管+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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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γ-RAY 焊口檢驗       

5-2-1 γ-RAY 焊口檢驗 ∮20 口 617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2 γ-RAY 焊口檢驗 ∮25 口 617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3 γ-RAY 焊口檢驗 ∮32 口 617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4 γ-RAY 焊口檢驗 ∮40 口 617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5 γ-RAY 焊口檢驗 ∮50 口 1,235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6 γ-RAY 焊口檢驗 ∮65 口 1,235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7 γ-RAY 焊口檢驗 ∮80 口 1,235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8 γ-RAY 焊口檢驗 ∮100 口 1,852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5-2-9 γ-RAY 焊口檢驗 ∮150 口 2,470    露出、埋設配管+焊接接合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6、防蝕 

6-1 接氣位防蝕費   處 156  
   

6-2 油漆塗裝工料       

6-2-1 油漆工料 ∮20 M 66    底漆+面漆 雙道 

6-2-2 油漆工料 ∮25 M 66    底漆+面漆 雙道 

6-2-3 油漆工料 ∮32 M 88    底漆+面漆 雙道 

6-2-4 油漆工料 ∮40 M 124    底漆+面漆 雙道 

6-2-5 油漆工料 ∮50 M 132    底漆+面漆 雙道 

6-2-6 油漆工料 ∮65 M 159    底漆+面漆 雙道 

6-2-7 油漆工料 ∮80 M 212    底漆+面漆 雙道 

6-2-8 油漆工料 ∮100 M 229    底漆+面漆 雙道 

6-2-9 油漆工料 ∮150 M 265    底漆+面漆 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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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防蝕包覆 
      

6-3-1 日間包 PVC 膠帶 ∮20 M 40    雙層纏繞  

6-3-2 日間包 PVC 膠帶 ∮25 M 40    雙層纏繞 

夜間施工費為日間施工

費之 1.6倍 

6-3-3 日間包 PVC 膠帶 ∮32 M 46    雙層纏繞 

6-3-4 日間包 PVC 膠帶 ∮40 M 48    雙層纏繞 

6-3-5 日間包 PVC 膠帶 ∮50 M 48    雙層纏繞 

6-3-6 日間包 PVC 膠帶 ∮65 M 53    雙層纏繞 

6-3-7 日間包 PVC 膠帶 ∮80 M 53    雙層纏繞 

6-3-8 日間包 PVC 膠帶 ∮100 M 66    雙層纏繞 

6-3-9 日間包防蝕帶 ∮20 M 44    雙層纏繞 

6-3-10 日間包防蝕帶 ∮25 M 44    雙層纏繞 

6-3-11 日間包防蝕帶 ∮32 M 56    雙層纏繞 

6-3-12 日間包防蝕帶 ∮40 M 66    雙層纏繞 

6-3-13 日間包防蝕帶 ∮50 M 78    雙層纏繞 

6-3-14 日間包防蝕帶 ∮65 M 88    雙層纏繞 

6-3-15 日間包防蝕帶 ∮80 M 100    雙層纏繞 

6-3-16 日間包防蝕帶 ∮100 M 132    雙層纏繞 

6-3-17 日間包防蝕帶 ∮150 M 176    雙層纏繞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7、管線試壓 

7-1 氣密試驗(低壓)   次 662  自計壓力計/水柱壓力計 管線試氣工資  

7-2 氣密試驗(中壓)   次 1,455  自計壓力計 管線試氣工資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8、緊急遮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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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監控箱安裝工資        

8-1-1 監控箱(小)安裝工資   只 3,000  黑鐵本體烤漆 設備組裝  

8-1-2 監控箱(中)安裝工資   只 5,900  黑鐵本體烤漆 設備組裝   

8—1-3 監控箱(大)安裝工資   只 12,100  黑鐵本體烤漆 設備組裝   

8-2 瓦斯偵測器安裝工資   只 120  外殼:塑膠 內部:PC板 設備組裝   

8-3 集中監視盤安裝工資   只 2,100  外殼:鐵  內部:PC板 設備組裝   

8-4 感震器安裝工資   只 900  
外殼:塑膠   

內部:磁石 
設備組裝   

8-5 電源供應器安裝工資   只 900  外殼:塑膠 內部:PC板,蓄電池 設備組裝   

8-6 緊急遮斷閥安裝工資   只 5,900  ADC-12/FCD-45 設備組裝   

8-7 遮斷閥控制器安裝工資   只 1,100  外殼:塑膠 內部:PC板 設備組裝   

8-8 中繼器安裝工資   只 100  外殼:塑膠 內部:PC板 設備組裝   

8-9 EMT 管安裝工資   M 190  鐵 配管作業   

8-10 結線箱安裝工資   只 100  鑄鐵 設備組裝   

8-11 結線工資   M 100  鑄鐵/銅+樹酯 管線固定   

8-12 固定架及組件安裝工資   只 210  鑄鐵 管線固定   

8-13 電源線安裝工資   M 100  銅+樹酯 配線作業   

8-14 電纜線安裝工資   M 100  銅+樹酯 配線作業   

8-15 可撓管安裝工資   處 100  不鏽鋼 配管作業   

8-16 設備安裝基本工資   日 10,000  – 設備組裝 

本項目於緊急遮斷

設備工資低於 1萬

時採用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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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

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10、道路施工費 

10-1 管道施工費 ∮80以下 M 1,266  管溝開挖用 

1.本項單價適用於土、水

泥、AC路面埋設工程，

不含路面之修復。  

2.本項工作含管溝挖

掘、降管、接管、填砂

及級配、安全措施及地

下物修復、棄土、整平，

挖深 120公分，埋設警

示帶。 

 

10-2 管道施工費 ∮100以上 M 1,772  管溝開挖用 
 

10-3 挖土機(含運費)   日 12,000  管溝開挖用 施工機具  

10-4 鏟土機(含運費)   日 6,000  管溝開挖用 施工機具  

10-5 灑水車   車 2,000  路面清洗 施工機具  

10-6 柏油修護費(厚 10 公分)   m2 1,050  瀝青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7 柏油刨除加封厚 5 公分   m2 735  瀝青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8 回填 CLSM (日)   m3 2,646  
CLSM:控制性低強度

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9 回填 CLSM (夜)   m3 3,528  
CLSM:控制性低強度

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10 混泥土路面(日)   m3 1,103  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11 回填砂與級配料(日)   m3 900  清粗砂 管溝回填   

10-12 回填砂與級配料(夜)   m3 1,329  清粗砂 管溝回填   

10-13 瀝美土(日)   m3 613  瀝青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14 瀝美土(夜)   m3 920  瀝青混凝土 路面修復   

10-15 熱拌標線   式 6,300  道路熱拌塗料 路面交通標線復舊  



 

 47 

10-16 平坦度檢測   式 6,300  回復路權單位使用 3M直規測量  

10-17 連鎖磚   m3 1,231  以原鋪面復舊 人行道修復   

10-18 紅磚人行道   m3 631  以原鋪面復舊 人行道修復   

10-19 衛星定位及測量   M 50  回復路權單位使用 管線衛星定位測量 200M以下 

10-20 衛星定位及測量   日 30,000  回復路權單位使用 管線衛星定位測量 
200M以上(須合格技

師證照) 

        

 

註：道路施工費不含政府公告之政府規費 
 

項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單價 管線、管件或設備材質 工法說明 備註 

貳-11、雜項工資 

11-1 爐具修改(熱水器)   只 662  – 爐具銜接   

11-2 爐具修改(雙口台爐)   只 662  – 爐具銜接   

11-3 爐具修改(快速爐)   只 221  – 爐具銜接   

11-4 爐具修改(單口台爐)   只 331  – 爐具銜接   

11-5 爐具修改(烤箱)   只 2,205  – 爐具銜接   

11-6 送風爐連接   只 1,499  – 爐具銜接   

11-7 牆洞(厚 15 公分以下)   孔 441  鑽孔機施作 穿孔   

11-8 取心鑽孔 2"×15cm 孔 1,050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9 取心鑽孔 2"×30cm 孔 1,323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10 取心鑽孔 3"×15cm 孔 1,785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11 取心鑽孔 3"×30cm 孔 1,985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12 取心鑽孔 4"×15cm 孔 2,520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13 取心鑽孔 4"×30cm 孔 2,646  鑽孔機施作 牆地鑽孔工資   

11-14 打碎混泥土   M 105  破碎機施作 破碎工資   

11-15 水泥粉刷   m3 84  水泥修補 牆地修補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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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補水管   處 3,308  水管連接修補 修補工資   

11-17 切補磁磚/RC鋪面   m3 3,308  切割機施作 切割工資   

11-18 防水處理   孔 1,050  矽膠填縫材修補 牆地修補工資   

11-19 法蘭跨接線工資   處 2500 銅線連接 
組裝及連接工

資 
 

11-20 搭鷹架費   日 25,000  挑高配管施工 鷹架  

11-21 吊車費   日 20,000  挑高配管施工 吊車  

11-22 自走車費   日    20,000  挑高配管施工 自走車  

 
參、用戶停氣、復氣作業 

項次 名稱 單位 單價 內容 計費說明 備註 

參-1、停復氣費用 

1-1 停氣費 次 – 拆表 拆表不收費 須先結清度數 

1-2 復氣費 次 200 裝表 商業戶 預約後派員前往 

1-3 復氣費 次 500 裝表 家庭戶 預約後派員前往 

1-4 管線變更或遷移費用 – – – 比照工程類業務表內、外管計價 改管 

 
 
肆、其他費用 

項次 名稱 單位 單價 內容 計費說明 備註 

肆-1、監管費用 

1-1 綜合保險費 – 1% – 材料費加計工資 
 1-2 監造及品質管制費 – 1.5% – 材料費加計工資 
 1-3 勞工安全衛生費 – 1.5% – 材料費加計工資 
 1-4 管理費 – 10% – 材料費加計工資 
  

項次 名稱 單位 單價 內容 計費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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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配合費用 

2-1 高樓配合費用(4~5F) % 3  
 

 

以高樓施作有關之計費項目為計

算基礎（如配管工資）*高樓配合

費用%數 

 2-2 高樓配合費用(6~7F) % 6  
  

2-3 高樓配合費用(8~9F) % 9    

2-4 高樓配合費用(10~11F) % 12    

2-5 高樓配合費用(12~13F) % 15    

2-6 高樓配合費用(14~15F) % 18    

2-7 高樓配合費用(16~17F) % 21    

2-8 高樓配合費用(18~19F) % 24    

2-9 高樓配合費用(20~21F) % 27    

2-10 配合工資 次 900  – 

1.配合工資適用於配建戶、原建

戶之分次配合工資。 

2.配合工資：配合建築物逐次進

場之工資，以次計價，含車輛、

機具損耗及搬運等費用。 

 

2-11 高架作業 日 2,500  – 適用於 2M以上作業空間  

2-12 道路修復費(含刨鋪) 式   – 依主管機關收取之費用計算  

2-13 最低工資 式 7,000  – 

最低工資適用於 20M以內配管

以1式計算(管線固定及取心鑽孔

依實際狀況點工) 

 

2-14 特殊工資 日 1,000   
適用於施工位置不足 80 公分之

狹窄空間，如防火巷、窄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