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計畫書封面通用格式

註：局內部陳核後不再對外行文之計畫，得簡化免列機關標誌。



附件二、計畫分章內容

工程建設計畫 委託服務計畫

(工程計畫名稱)工程計畫

目錄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目標

參、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肆、 執行策略及方法

伍、 期程與資源需求

陸、 預期效果及影響

附  錄

註：僅適用於「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規定之公共建設計畫。

(計畫名稱)委託服務計畫

目錄

壹、 前言

貳、 以往相關計畫辦理情形

參、 委託工作內容

肆、 委託工作性質

伍、 委託工作期限與分項工作進度

陸、 預算金額

柒、 預期效益及成果

捌、 招標方式及廠商資格

玖、 本局行政作業費（無者免列）

拾、 本局應配合或支援事項（無者免列）

註：內容請依「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機關委託服務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撰寫。

普通採購計畫

(採購計畫名稱)計畫

目錄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背景說明

參、 採購內容(項目及數量)

肆、 經費需求分析及財源

伍、 期程及進度安排

陸、 招標方式與廠商資格

附錄

註：不適用行政院核定工程計畫之工程及水利署委

託服務計畫作業要點規範之採購。



附件三、報告封面通用格式

註：屬委辦成果者，應於書名頁並列本局及執行單位，但封面僅示本局。



附件四、報告封底通用格式



附件五、報告書名頁通用格式



附件六、報告分章內容

工程設計報告 調查研究規劃報告
(工程名稱)設計報告

目錄

圖目錄

表目錄

設計成果重要數據

第一章 工程之緣起及目的

第二章 基地及周圍環境調查分析

第三章 生態檢核作業

第四章 基本設計理念、原則與條件

第五章 工程方案選擇與替選方案評估

第六章 基本設計成果與檢核

第七章 營運操作規劃(無涉營運操作者，免)

第八章 施工進度安排與工期分析

第九章 工程建造經費與分年經費需求分析

第十章 分標方式與採購策略

參考文獻

附錄    (名稱)          

附冊    (名稱)          

註：1.水資源工程者內容參考「經濟部水利署水資源工
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撰寫。
2.非水資源工程者不適用，請依實需訂章節。

(報告名稱)報告

目錄

圖目錄

表目錄

摘要

結論及建議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計畫辦理經過

第三章 基本資料蒐集與補充調查

第四章 議題探討與評估分析

第五章 工作成果與方案比較

第六章 後續工作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名稱)          

附冊    (名稱)          

註：所列章名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依各委託服務
計畫工作項目訂之；免英文摘要。

水庫安全評估報告

(水庫名稱)第 O 次安全評估報告

目錄

圖目錄

表目錄

結論及建議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安全資料建檔

第三章 安全資料複核及評估

第四章 現場檢查

第五章 補充調查與試驗

第六章 校核分析

第七章 潰壩演算及災損評估

第八章 綜合評估

參考文獻

附錄  歷次檢查、複查及安全評估辦理情形       

附冊  OO 水庫潰壩緊急應變計畫  

註：1 內容請依「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18 條規定撰寫。

2.依規定應擬「潰壩緊急應變計畫」者，該計畫應獨
立成冊，評估報告內免列，但應於目錄之「附冊」
敘明該計畫。  



附件七、常用專有名詞中英文對照表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地名 設施

桃園 Taoyuan 溢洪道 Spillway

龍潭 Longtan 排洪隧道 Tunnel Spillway 

大溪 Daxi 永久河道放流口 Permanent River Outlet

石門 Shihmen 大圳 Canal

中庄 Zhongzhuang 壓力鋼管 Penstock

榮華 Ronghua 電廠 Power Plant

義興 Yising 分層取水工 Multi-level Intake

巴陵 Baling 碼頭 Pier

羅浮 Luofu 防淤隧道 Desilting Tunnel

阿姆坪 Amuping 調整池 Auxiliary Lake

大灣坪 Dawanping 沉澱池 Sedimentation Tank

新竹 Hsinchu 防砂壩 Check Dam

寶山 Baoshan 出水口/出水工 Outlet

羅東 Luodong 取水塔 Intake Tower

設施 魚道 Fishway

中庄調整池
Zhongzhuang 
Auxiliary Lake 閘門 Gate 

中庄堰 Zhongzhuang Weir 弧型閘門 Tainter Gate

桃園大圳 Taoyuan Canal 射流閘門 Jet Flow Gate

石門大圳 Shihmen Canal 土石壩 Embankment Dam 

後池堰 Afterbay Weir 拱壩 Arch Dam

寶山第二水庫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閘閥室 Gate and Valve Chamber

上坪堰 Shangping Weir 抽泥/浚渫/清淤 Dredging

隆恩堰 Lungen Weir 抽泥船 Cutter Suction Dredger

羅東堰 Luodong Weir 絞刀頭 Cutter Head 

阿姆坪防淤隧道
Amuping 

Desilting Tunnel 複葉閥 Biplane Valve

水庫 Reservoir 排砂鋼管
Hydraulic Desilting

Penstock

壩 Dam 巴歇爾量水槽 Parshall Flume

堰 Weir 溢流堰 Overflow Weir

後池 Afterbay 陡槽 Ch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