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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雨水貯留、物聯網、監測系統、節水百科、節水教案 

經濟部水利署為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致力推

動「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將透過廣泛設立雨水貯蓄設施，利用

雨水貯集利用作為沖廁、澆灌、洗滌或消防災備等用水，進而減少自

來水之使用，此外，雨水收集儲存亦可兼具城市減洪防洪等功能，亦

是推動海綿台灣韌性城市所能適用的技術之一。在「雨水貯留系統建

設計畫」中將協助地方政府於機關或學校規劃設置雨水貯留設施、降

雨與溫度量測等設施設備外，另包括各用水單元計量設施與水資源綜

合管控平台與揭示設備辦理，除利於觀測評估使用成效外，亦將以大

數據觀念分析雨水貯留系統之成效，並期結合雨水貯留系統設置與水

資源環境教育，發揮節能省碳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功能。 

本計畫整合雨水貯留利用之技術服務，以提供專業咨詢服務之機

會，研擬成立「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整合服務團架構其

下設立雨水技術服務組、資訊管理組及教育推廣組，協助經濟部水利

署雨水貯集技術規劃設計專業諮詢，協助代辦/補助申辦案件之申

請、案例診斷與輔導，以及教育推廣宣導及成果展示平台建立等作業

之進行。本計畫完成之成果包括： 

1. 雨水貯留系統推廣成效追蹤與評估 

    本計畫 106~107 年度業已完成(備註：計畫仍持續推廣執行，

本年度成果統計將以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之資料為主)協助

代辦/補助申辦單位申請、計畫成效評估及案件追蹤者，其第一

季至第三季業已完成受理案件共計 118 件，已完工件數 101 件，

設計與施作中案件計 17 件；第四季(107 年 9 月後)協助申辦單位

新申請案件數及提供修改建議諮詢數計 42 件(持續進行中)，歷

年 98~104 年已受理並完成申辦單位，協助追蹤成效及營運狀態

共計 47 件。 

2. 雨水貯留系統推廣服務與現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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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過程中完成現地輔導諮詢及協助招開說明會計約 6 場

次、案場現地施作查核約 48 單位。此外，並由上述地點遴選各

案並評估決選出 10 案例(請參考表 3- 5 監測示範地點水表安裝

說明)，作為亮點計畫，輔以進行雨水貯留設施配置系統成效量

化數據監測分析之示範區設立。 

3. 雨水貯留監測系統建置 

    針對本計畫遴選出之 10 雨水貯留系統案場導入控制與數據

收集系統(Web Server)架構，自動收集雨水使用量數據，以提供

網路服務方式讓監控設備或分析中心能透過網路存取數據，進行

量化數據分析與成效評估依據。 

4.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建置 

    完整呈現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推動既有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

之各年度執行成果，同時作為台灣雨水貯集利用最便捷之推廣教

育平台，及相關資訊（包括申請方式、諮詢服務、技術服務等）

提供下載，本計畫建置「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

本平台採用開放式軟體 APACHE 與 PHP 搭配 MySQL 之方式進

行環境架設，另就應用程式部分則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CS5
進行開發，使其可同時適用於各使用環境；另整體資訊作業平台

架構項目包含「最新公告」、「計畫概述」、「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

統」、「歷年計畫效益統計」、「雨水貯留系統監測」、「節水教育教

案」、「案例分享」、「相關連結」、「聯絡我們」、「Q&A 問答」等

10 項功能；透過平台運用，使用者可在任何時間於系統中查詢

相關資訊，並進一步達成雙向良性互動與溝通，進而提升了整體

計畫執行效率。 

5. 節水利用教育推廣作業 

    節水利用教育推廣作業針對 108 年八月即將實施之十二年

國教課綱進行盤點，從中篩選出與水資源、節水相關之學習內

容，並予以分類。再按照各學習階段挑選不同學習領域進行教案

撰寫，每個學習階段共設計兩份與節水利用或水資源相關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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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教案，並經由在職教師組成之教案審查團進行兩次審查，最

後修改定稿、公開至本計畫所建置之「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

示管理平台」，供教師自由下載應用於課堂上，以推廣節水概念

至國民教育階段學生。 

6. 完成節水百科編撰 

    為提升大專通識課程及社會大眾查閱節水相關資訊之便利

性，本計畫，進行節水百科編撰工作，其執行步驟為資料蒐集與

歸納、綱要標題確立、專家會議審定、百科內容編撰、視覺美編

與成果呈現，以親切之文字敘述搭配生動插圖描述節水相關知

識，並將百科放置於「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及

「節約用水資訊網」，藉以搭建出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達到

水資源及節約用水之教育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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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Rainwater harvesting, Internet of things, Monitoring system, 
Water saving encyclopedia, Water saving teaching plan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committed to promote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am”. Through the extensive establishment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for using rainwater in toilet flushing, 
irrigation, washing and fire extinguishing, this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se of tap water. Furthermore,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can also be 
used for urban storm wat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will become a major compon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resilience city in sponge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ssist 
local governments i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facilities in public 
buildings and school campus.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water meters 
with information control platform and disclosure equipment will be 
emphasized. The field observed rainwater/tap water use data will be anal 
sized for rainwater use efficiency with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To reach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discharge reduction, widely establishment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combined with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requir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tegrate the technical 
services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services. To obtain this purpose, the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and 
Equipment Service and Implementation Delegation were set up. The 
delegation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divisions: technology servi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This delegation 
also provides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services assistance in planning and 
design, application for subsidy, projects diagnosis and counseling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for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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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al teaching plan and outputs of the project 
are displayed by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established by this project for 
the purpose of water saving. The main outputs of this project are listed as 
follows:  

1、Track and assessment the achievement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Implementation. This project has accepted 118 application cases and 
among them, 101 cases are completed. 

2. Implementation service and field examination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6 workshops/seminars are being held for assistance and 
consultant for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construction and 48 cases 
are under field examination. 

3. Set up rainwater harvesting monitoring system: Ten cases were 
selected as a highlight plan explai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se 
cases are equipped with digital flow meter, controller and gate away 
and transmitted digital data through NB-IOT (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  

4. Project outputs display platform establishment for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5. Teaching plan for water saving education, This encyclopedia has also 
been downloaded in the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Facility 
Achievement Display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free download by 
teachers and applied to the classroom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water 
saving to students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tage.  

6. Edit the water saving encyclopedia. This encyclopedia has also been 
downloaded in the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Facility 
Achievement Display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which is develop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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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工作期程為自 106 年 12 月 2 日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其

案內相關資料統計以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依本研究成果提出本

計畫結論及後續推動相關建議。(備註：因計畫仍持續推廣進行，本

年度成果統計將以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之資料為主)。 

一、 結論 

本計畫業已完成服務團籌備工作規劃及擬定服務團各單位關係

及組織架構，以及團務作業項目之訂定；服務團主要執行則包括設立

召集人、副召集人及設立各服務執行小組與人員編制，其中另包括技

術服務組、資訊管理組，及教育推廣組等三業務組，並擬定協助申辦

案件服務、諮詢及推動方式等作業規劃。結論本計畫之成果，分項完

成包括： 

1.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包括北區水資源局、中區水資源

局、南區水資源局，以及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審議各地方政

府提送之代辦/補助雨水貯留系統設施申請，及提供審議意見與

修訂建議代辦/補助單位書面申請方式，目前完成協助第四季新

申辦計畫書初步及第二次審核流程(107 年 9 月後申請之單位)，
對象約 42 件，並持續更新與受理新申辦計畫。 

2. 協助辦理106年度第四季以及107年度第一~三季預選出之申辦

雨水利用受理之單位，已完成追蹤工程施作並結案計 101 件，

仍在設計/營造中案件約 17 件，共計 118 件。 

3. 前述 118 件目前已完工/結案之案場分析中各案設置成果，綜整

四分區推動成效：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協辦範圍，容量設計 199 噸，

集雨面積總達 9,450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5,687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2,359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993 人/
日，澆灌面積約 7,195m2；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協辦範圍，容量設

計 502 噸，集雨面積總達 19,396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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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4 噸，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51,535 噸，雨水沖廁受益

人數 4,089 人/日，澆灌面積約 10,607 m2；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協辦範圍，容量設計 394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6,176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1,214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0,961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02 人/
日，澆灌面積約 39,466m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協辦範圍，容量設計 644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5,578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0,122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5,999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554
人/日，澆灌面積約 29,868 m2。 

4. 協助歷年 98~104 年推動雨水貯留已完成案件之追蹤查核及成

效評估，計 47 件案場，綜整各年度推動成效： 

   98 年度：集雨面積達 3,597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193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3,334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65 噸。 

   99 年度：集雨面積達 1,670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630 人/
日，雨水澆灌面積 700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73 噸。 

   100 年度：集雨面積達 850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50 人/
日，雨水澆灌面積 500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20 噸。 

   101 年度：集雨面積達 3,795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461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1,250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119 噸。 

   102 年度：集雨面積達 20,079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6,185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4,673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6,622 噸。 

   103 年度：集雨面積達 22,565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640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4,253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282 噸。 

   104 年度：集雨面積達 1,236 m2，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650 人

/日，雨水澆灌面積 200 m2，雨水貯存槽容量 78 噸。 

5. 前述 118 案場中遴選出 10 處監測示範場址，經決議後進行監測

系統規劃配置與監測測試。示範案場決議包括台南市錦湖國

小、嘉義縣過溝國小、新北市佳林國中、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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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龍昇國小、宜蘭縣寒溪國小、台中市大甲國中、宜蘭縣

同樂國小、台南市七股國小，以及台南市官田國小。本計畫已

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初步完成各案場水表、控制器、訊號轉換

器、配電等裝設與初步測試；並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更新替換

通訊身分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SIM，通常稱為「SIM
卡」)，以及加裝了全向性天線，並完成傳輸測試。 

6. 規劃並建置「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本成果展

示管理平台架構包括： 

   入口網站、補助案件收件窗口登錄與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

統、雨水貯留系統使用現況即時資訊之監控界面、歷年補

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成果登錄與統計系統、節水教育教案瀏

覽介面與下載系統等功能，以完整且有效率之方式達成前

述目標。 

   配合各系統使用介面瀏覽器所需，製作能一體適用之資訊

作業平台，並針對系統安全維護、操作 Q&A、問題排除、

系統輔導、資安防護等項目提供相關資訊。 

    未來期望能藉由本成果展示管理平台之呈現與推廣，逐步完成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作業，並上傳與揭示雨水貯留利用之規

劃設計輔導成果資訊，作為日後推廣雨水貯留系統設施配置施作之

重要參考資料，同時發揮節能減碳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功能。 

7. 為推廣節水利用教育予學生及社會大眾，本計畫將推廣工作分

為兩大部份進行，第一部分針對在學學生撰寫節水利用教案、

第二部分針對社會大眾編撰節水百科。包括： 

   第一部分節水利用教案：配合教育部於民國 108 年即將實

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綱，本計畫將社會、自然科學、生活、

綜合活動、科技及健康與體育這六大領域之課綱進行盤

點，篩選出與水資源、節水教育相關內容後，將其分為水

與科技、水與環境、水資源永續發展三大類別，並為國小

到高中共五個學習階段，每階段設計兩份不同領域之節水

利用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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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節水百科：收集國內外相關網站、文獻等資料後，

擬定百科大綱，搭配生動活潑的人物插圖，將節水知識分

為「生活節水」、「其他節水技術與方式」兩大主題進行撰

寫設計。期望透過本計畫將完成之十份節水利用教案及節

水百科放上「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及教

育、水資源等相關網站，能更加有效地推廣水資源、節約

用水之概念給社會大眾，達成水資源永續發展之願景。 

 

二、 建議 
 

相關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建議期程：立即可行建議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在協助各申辦案件提供技術諮詢，抑或是於

現地各案施作成效查核同時，常遭遇到雨水貯集規劃專業技術仍不熟

悉，須由服務團隊至案場協助規劃/設計及建議，或希望能提供通用

設計格式與規劃流程，供單位未來規劃設計參考；然而鑒於雨水貯集

利用規劃設計多屬於因地制宜，不同案場特殊環境與適用設施條件亦

須配合申辦案件情況而搭配設計。建議在接下來年度之雨水利用推廣

申辦過程中，於單位申請、初步規劃或設計階段，較偏遠區域或缺水

地區之申辦案件，可提請由服務團隊先期至場域協助簡易之規劃與施

作建議，或可由服務團提供基礎設計，再由申辦單位接續之代辦細部

設計與發包營造，完整設計流程，方較能彰顯雨水貯留推動之功效。 

 
相關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建議期程：立即可行建議 

為提供確切之雨水貯留利用之供水成效，本年度已配合計畫需求

建置 10 處雨水貯留監測示範地點，但為利於後續雨水利用設備推動

維護管理及營運成效、運轉成效等之實際量化數值，應於未來持續推

動相關之監測示範地點，然而因監測設施設備條件均會隨案場大小，

安裝設備情況、數量、規格等不易掌控，建議在接下來年度之雨水利

用推廣申辦過程中，於單位申請階段，如審核到較大型之計畫案件(如
200 萬經費以上，或實際案件經費上限可再研議)，則建議可由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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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協助申辦單位申請加設監測設施設備，或可提請由服務團隊先期至場

域協助規劃與施作監測設施，以利於掌握雨水貯留設備裝設結果及後

續運轉情形。 

 
相關單位：教育部、各學校機構 

建議期程：可於中、長期執行 

十二年國教課綱於明年 108 年即將上路實施，但對於眾多於教育

現場工作多年之教師而言，要從原先熟悉的九年一貫課綱改成重視學

生討論、創新思考的十二年國教課綱，教師們無疑需要花費更大的心

力與時間來改變備課或教學的方式，對學生學習的品質亦會造成影

響。故建議若本計畫所撰寫之教案、節水百科等資料可透過提供給書

商、教育部等單位，或甚至直接媒合在職教師、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到學校實際進行教案試教，並將教學過程影片剪輯放上網路，除了能

替在職教師分擔工作分量之外，更可有效的推廣節水教育給學生及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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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起  

隨著網路發展及科技進步，運用物聯網連結水利科技，跨域與跨

業合作，導入智慧管理工具來應變氣候變遷的影響，已為世界各國水

資源政策的新思維。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中「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項下子計畫「雨水

貯留系統建設計畫」，將透過廣泛設立雨水貯蓄設施，除可利用雨水

作為沖廁、澆灌或消防用水，進而減少自來水之使用量外，亦可兼具

城市防洪的功能，是海綿台灣韌性城市的一環。 

上述「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中將協助地方政府於機關學校規

劃設置雨水貯留設施、降雨與溫度量測設備、各用水單元計量設施與

水資源綜合管控平台與揭示設備，除利於觀測外，亦將以大數據觀念

分析雨水貯留系統之成效，並期結合雨水貯留系統設置與水資源環境

教育，發揮節能省碳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功能。 

由於地方政府與機關學校執行人員，對於雨水貯留系統相關設備

較不具專業能力，故為提供地方政府與機關學校人員於設計、施工、

後續維護等階段時之相關諮詢與協助，與輔導設備完成後節水效能與

相關資料之填報等，爰辦理本計畫。 

1.2 計畫目標  

本研究案執行期程為 13 個月，爰引經濟部水利署計畫案委託服

務計畫說明書說明，計畫之目的旨在成立「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

務團」之雨水貯留技術專業輔導及管理團隊；除了團務籌備之執行以

及成員之招募與組成，透過本服務團之成立，進以建立受理服務窗口

及訂定服務流程，服務團之專家諮詢方式，提供雨水貯留專業技術之

輔導，藉由服務團之諮詢由協助規劃、設計、施工到後續維護等必要

之技術服務。此外，服務團工作另一重點將訂定相關歷年補助計畫成

效評估、追蹤查核等辦法與步驟，以及監測設施之規劃與設備之安

裝、接收分析等，輔以節水教案編撰與製作節水/水資源百科等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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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相輔相成至遂行完成。最後透過本案揭示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

訊作業之支援規劃及建置，到服務團各輔導服務、成效追蹤等工作成

果上傳展示，透過這些成果資訊之展示加強落實雨水貯留利用之規劃

設計，提升國內相關技術之精進，作為政府日後推廣雨水貯留系統設

施配置施作之重要參考資料。 

1.3 計畫範圍  

爰引經濟部水利署「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

計畫」技術服務招標規範內容，本計畫為 106 年暨 107 年計畫，期程

預計為民國 106 年 12 日 1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本計畫

執行範圍主要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追蹤查核 106~107 年度代辦補助雨

水貯集利用案件及規劃施作監測示範計畫，並完成設施成果展示管理

平台資訊作業支援建置，以及節水教育教材與教案等之建置。 

1.4 工作項目  

本年度計畫執行項目之主要工作內容，分別如下所述： 

一、 成立「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之專業輔導及管理團隊，

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推動政策，主要工作如下： 

1. 針對雨水貯留系統設施及相關量測設施具技術性諮詢需求

之機關及學校，由服務窗口指派服務團專家，提供專業技

術諮詢(含提供設計、施工、後續維護必要之技術文件)，
如遇無法解決之技術性問題，由服務團專家進行現地訪視

輔導，並追蹤問題後續處理情形，每次應有諮詢輔導紀錄。 

2.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各地方政府提送之雨水貯

留系統設施申請計畫書，並提出補助案件建議優先順序。 

3. 針對「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補助及委託代辦案件之定

期追蹤並評估其成效，並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查核事項。 

4. 設立專線聯絡電話、傳真、E-mail 信箱及服務機制並建置

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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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季彙整各月執行件數諮詢輔導紀錄、訪視輔導紀錄及追

踨案件成果送經濟部水利署。 

二、 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計畫。 

1. 由 106 年至 107 年「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

項下子計畫「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所核定補助之計畫

中(含委託代辦之計畫)遴選至少 10 案並經經濟部水利署同

意後，由執行團隊設置量測監控設備(應包含水表或流量

計、回傳接收分析軟體、揭示設備等項目)，作為監測系統

示範計畫。 

2. 自設置完工後，逐月追蹤並分析其雨水貯留設置效益，以

利後續提供經濟部水利署評估地區推動雨水貯留設施之參

考。 

三、 彙整調查經濟部水利署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至少自民國

98 年起)，撰寫效益報告並上傳至成果展式管理平台。 

四、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支援規劃及建

置。 

1. 規劃資訊作業支援平台架構，於 107 年 1 月底前完成資訊

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至少包括完成網站版型設計與雛形

(含資料庫)架構，預期系統功能應涵蓋：入口網建置、資

料匯入匯出、填報系統、數據結算、資料統計等內容)。 

2. 針對一般使用介面，提供關於最新消息、相關條文、Q&A
問答、數據填報、相關資料上傳下載功能等。 

3. 整合系統管理介面，提供管理者資料管理、檢核機制及相

關資料報表統計等功能。 

4. 各系統使用介面，需支援市面通用之主要瀏覽器；管理系

統需完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測試，包含系統安全維護、操

作 Q&A、問題排除、系統輔導、資安防護作為與措施需留

存紀錄備查等事項；並提供未來架設之環境設備規格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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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項。 

5. 建置資訊作業支援平台，於 107 年 8 月底前依據前揭說明

書完成系統建置。 

6. 感測相關資料需依經濟部水利署要求及相關規範以主動方

式傳送至「水資源物聯網感測基礎雲端作業網絡」；資訊作

業支援平台之規劃及建置應依「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

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事項」辦理。 

五、 製作節水教育教案 

1. 盤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版)之社會、自然科學、綜合活動(含生活課

程)、科技、健康與體育領域中與水資源相關之主題及次主

題，並予以分類(如節約用水、水環境教育、水科技等類別)。 

2. 針對前項工作所盤點之節約用水類別，分別依小學低年

級、小學中年級、小學高年級、中學、普通型高中，各擇

2 領域聘請專家學者撰寫教案內容，教案格式需經由經濟

部水利署認可(故至少完成 10 份教案)。 

3. 製作節水百科(或水資源百科)(可參考中央氣象局網站之氣

象百科)，以節約用水為主題分別訂定綱要題目及次綱要題

目並經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撰寫

內容，並將前揭內容協助上傳至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資

訊網站及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後續以供大學通識課

程使用。 

六、 本計畫因涉及資訊系統規劃、開發及維運，需依「水利署及所

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事項」辦理。內容請至經

濟部水利署網站(網址: http://www.wra.gov.tw)政府資訊公開/資
訊委辦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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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構想  

近年來雨水貯留利用之觀念與經驗在台灣已儼然漸漸成熟，國內

各公家機關、建築業、私人企業、工業界等進行相關建設時，多已將

此觀念考慮，並將此一技術導入建築基地與環境中；然而雨水貯留利

用之規劃、設計，乃至配置等各單一流程之概念雖然容易理解，但在

整體流程之配置規劃至設計完成再至施工、完工等，各階段之串連流

程順序，以及相關設計細節邏輯等，仍需依賴專業之技術輔導與設計

落差之糾正。 

鑑於為落實雨水貯留利用在建築基地之規劃與設計，到務實施工

與完工驗收，需有一專門整合雨水貯留利用之技術並提供各單位之協

助檢視與審查，提供專業咨詢服務機構，遂研擬成立「雨水貯留系統

設備推動服務團」（以下簡稱服務團）。因此，針對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與內容研議後，本團隊依計畫需求及配合工作期程，大致工作構想規

劃之執行重點與實施，共分主軸及三大部分同時進行。 

除了主要之執行主軸為成立「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

服務團之籌備工作及組員之招募，並擬設立雨水技術服務組、資訊管

理組及教育推廣組，協助經濟部水利署雨水貯集技術推廣之專業諮

詢、申辦案例診斷與輔導，以及推廣宣導與成果展示等作業。 

其次，第一部份技術服務組，執行之範圍包括以協助案件受理，

各階段計畫書面審查及現地輔導、監測示範施作及各申辦案件成果追

蹤查核等業務服務。第二部份資訊管理組，執行之範圍包括設立專線

服務聯絡方式，規劃建置資訊作業支援平台架構、介面，以及上傳各

階段計畫成果與雨水貯集相關資訊等業務服務。第三部份為教育推廣

組，執行之範圍包括盤點目前國內之節約用水類別，擬定教案格式並

撰寫教案內容，並製作節水百科（或水資源百科）撰寫內容，並將成

果協助水利署上傳至節約用水資訊網站及全球資訊網，後續以供大學

通識課程使用。前述各部份工作分類擬定之執行構想及所擬定之計畫

執行流程可參考圖 1-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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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工
作
執
行

貴署98~105年度

已補助計畫

蒐集彙整

相關雨水貯集

技術資訊

蒐集彙整

工作重點：
針對水利署歷年計畫成
果，蒐集已補助之各申
辦單位案例設計成果與
現況，初步彙整相關資

訊。

工作重點：
針對國內外其它相關補
助案件雨水貯集技術、
範例、規劃成果、遭遇
問題等，蒐集彙整相關

資訊。

協助案件受理、追蹤，提供各項專業

技術諮詢

相
關
資
料
蒐
集

工作重點：

 協助案件受理、進度追蹤、成效評估等

作業。

 協助申辦單位技術諮詢、資料回傳。

服務團籌備工作及成立

工作重點：

 執行籌備先期工作及組織架構規劃。

 服務團分組及成員組成確立。

 服務團受理工作項目、流程規劃。

 成立服務團。

貴署106～107年度

受理案件進度

蒐集彙整
工作重點：

針對本年度（106年度）
新申辦受理服務之單位
計畫書、申辦資料等，

初步彙整相關資訊。

團
務
執
行
成
果
彙
整
上
傳

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建置作業

工作重點：

 規劃資訊作業支援平台架構。

 入口網站及相關介面等建置。

 管理介面的整合與銜接。

 系統測試與後續維護管理。

服
務
團
各
項
技
術
服
務
執
行

執行計畫流程（106~107年度）

節水教育推廣

工作重點：

 盤點並分類與水資源相關之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依各年級階層撰寫教案內容。

 以節約用水為主題製作節水百

科。

 資料協助回傳至管理平台
監測系統設計

工作重點：

 辦理決選案例之監測系統規劃作業。

 辦理監測系統之配置與接收測試。

成果上傳

工作重點：

 團務各組及各項執行成果彙整上傳。  

圖 1- 1 計畫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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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服務團主要功能除了在於協助受理國內政府機關、學校、

工業區與社區之雨水貯留系統技術與專業諮詢服務，並輔以提供雨水

貯留系統成效監測、各階段成效揭示與教育推廣等作業之遂行。 

其中，執行首要係依水利署近年度雨水貯留利用（完成及執行中）

之各申辦計畫成果及目前業務現況資料蒐集，並依本案工作計畫需求

擬定服務團之工作及實施方法，茲將初步訂定服務團工作規劃、任

務、服務項目、服務對象、對外受理服務窗口數量與受理服務方式；

專業技術輔導方式、成果揭示規劃與設計、教育與教案推廣，以及組

織架構、成員遴選、運作流程等分項籌備與規劃。 

本服務團指導單位主要以經濟部水利署及各縣市政府為主，團務

之執行過程中如遇工作需求則擬另邀相關專家、學者為協助諮詢之顧

問；服務團主要執行則包括設立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各組組長等職負

責統籌輔導及各相關業務之委派任務與進行。整體之作業構想概要如

下述七點共同執行。 

1、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對申辦單位之案件執行審查、決選、雨水

潛能評估、現場勘查、初步診斷建議等工作。 
2、 協助受理案件設計圖說審查，以及完工性能查核。 
3、 受理案件成效追蹤及監測系統配置規劃。 
4、 監測示範計畫執行與資料回傳。 
5、 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支援規劃及建置。 
6、 雨水教育推廣，建置小學、中學、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等不同

教育程度之節水教育教材。 
7、 全程執行期間之專業技術諮詢與輔導，提供政府機關、學

校、工業區與社區提供技術協助。 

1.6 歷年成果  

經濟部水利署近年業已完成辦理如 2004～2005 年對於澎湖、小

琉球、金門與馬祖等離島地區進行離島地區雨水貯蓄利用規劃，並針

對各離島之水文及地文等特性出版了「雨水利用規劃手冊」作為當地

政府及民眾設置雨水利用設施參考；於 2006 年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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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院進行之「節水環境建構與推廣計畫」中對台灣地區各縣市之

建築物、公園、綠地等土地使用分區進行雨水潛勢初步估算等；2007
年之「雨水貯集利用目標及設備規格標準化研究」、2008 年之「雨水

貯留利用水質調查分析及性能提升技術研發」、2009 年與 2010 年「結

合學校教育設施之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模組研發」、2012 年

之「雨水貯留系統評估工具建置計畫」，以及 2016 年之「雨水貯留系

統監測與性能模擬之研究」等，已完成相當多之研究精進計畫，近十

年研究計畫中摘要彙整其成果分別如下所述： 

一、 雨水貯留利用水質調查分析及性能提升技術研發 

計畫包括針對各相關單位既有雨水利用設施調查評估所需之相

關基本資料，包括如水利署、教育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間機關

團體等所補助或自行設置之雨水利用系統進行資料蒐集並建立篩選

機制。另進行全國雨水水質調查評估，規劃降雨初期雨水採樣策略，

進行水質採樣系統的設計與採樣地點收集分析台灣地區雨水水質，評

估台灣地區降雨之雨水水質特性，提出雨水直接或間接在利用之水質

修正建議，最後輔以進行雨水利用系統性能技術提升之探討。 

二、 結合學校教育設施之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模組研發 

計畫成果包括初步已完成設計與開發雨水貯集與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利用模組，並建立各模組所需經費估算方法及進行試驗及研析，

分別完成初期雨水利用設施之排除效果試驗，以及砂濾設施與薄膜過

濾設施之特性試驗；並另針對不同模組對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之影

響進行試驗。此外，計畫另研析各級學校課程所需教育設施與模組連

結使用之類型；包含編撰雨水利用教育宣導教材與教案、辦理雨水利

用種子教師培訓營及雨水利用 e 學院教育網頁建置等工作。 

三、 雨水貯留系統評估工具建置計畫 

計畫成果包括建置簡易可操作的「雨水貯留系統評估工具」，提

供一般大眾使用，從輸入當地參數後，可評估設置該系統的成本與效

益，進而達到推廣的目的。工具中主要以水利署計算公式為主要計算

公式，再加入需求用水計算、成本計算、貯水桶體積水量計算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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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結果以圖形化呈現，且提供年總收集雨量(噸)、年總使用水量(噸)、
雨水使用替代率(%)、溢流率(%)、年節省水費(元)、投資回收期(年)
等評估因子，讓使用者了解各種貯水桶以及用水情境的可能結果。 

四、 雨水貯留系統監測與性能模擬之研究 

完成建置雨水貯留系統監測之模式，以評估 LID 單元滲透保水

功能之狀態，並結合暴雨逕流管理數值模式模擬，以瞭解 LID 單元

保水功能的長期變化趨勢，及其對減輕排水負擔功能之影響。並透過

相關情境下之 SWMM 模擬，作為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規劃時，低衝擊

開發設施相關設計參數之設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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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國內外雨水利用推動現況 

雨水貯留與節水一直是水資源管理的重要一環，以往社會的所有

用水大多來自自來水的供應，但在水資源有限且極端氣候變遷下，再

加上用水量遽增的社會，節省用水並配合開發新的水來源，已成為水

資源重要策略。水利署推廣節約用水與雨水推廣建置已有時日，並結

合建立節約用水資訊網，提供一般民眾在家庭或機關學校中，節省用

水量的方法與措施；收集建築物屋頂雨水的貯留與再利用系統，則為

近年世界致力推廣之目標。除前述蒐集經濟部水利署近年推動之成果

外，本章將蒐集國內外其他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推廣之近況與成效，彙

整如后所述。 

2.1 國外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推動成果  

國際上部分地區，尤其是乾旱地區或偏遠地區，水源供給不易的

地方，雨水貯留做為非飲用水使用的做法相當普遍。雨水貯留系統利

用屋頂面積收集雨水逕流，經過簡易的處理後，用作灌溉、沖洗馬桶、

洗車等用水，甚至在缺水或限水時，可以減少對日常用水的需求。另

外，收集屋頂雨水逕流也可以減少對都市供水的需求，增加飲用水供

應的永續性。此系統的優點包括：保護水資源、減少雨水逕流和污染、

降低水及下水道處理費用、以及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此外，雨水回收

技術只需要簡單的安裝和操作，在私人住家也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及控

制，減少水的運輸成本及降低維護成本。但雨水貯留利用系統的主要

缺點來自降雨的不確定性以及有限的供應量。 

近 20 年來，對都市雨水的開發與利用逐漸得到重視，德國、美

國、英國、日本、澳洲等許多開發國家展開了不同規模、不同內容的

雨水貯集與利用研究和工程。德國、美國和日本是較早開展雨水資源

利用和管理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較為豐富的實踐經

驗。目前這些國家在雨水貯集與利用管理方面已製定出較為系統全面

的法律法規，利用經濟、技術和管理方式，開發了各式各樣的雨水貯

集與利用技術措施，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雨水貯集與利用管理架構、產

業鏈和技術支撐體系，其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及澳洲之水資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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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概況(請參考表 2- 1 所示)如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

政府透過手冊、規範或對策方針指導國內建築物設置雨水貯集與利用

系統之參考。手冊針對的適用對象包括庭院規劃師、景觀工程師，以

及相關技術人員、決策者與開發商等，而其內容編撰重點除了包括普

捷海灣區域之概述、佈局與規劃方式外，並另介紹該區的植披保護及

維護，以及如何綜合規劃及管理等。 

英國政府和雨水利用管理協會調研則認為利用雨水貯集與利用

系統在提升水資源利用率方面仍有巨大的潛力。據其資料文獻顯示，

以倫敦地區典型住房計算，在倫敦地區年均 600 毫米降水量情況下，

每所房屋（屋頂面積 100 平方米）每年可回收 5.4 萬升雨水。英國政

府預計，如果所有新建住宅都設置雨水收集裝置，未來年均收集雨水

量將達到 2.8 億立方米，並且如果新建商業用地也設置類似的裝置，

則回收數量能夠翻倍。 

表 2- 1 國外水資源與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概況 

分

類 
德國 美國 英國 日本 澳洲 

水

資

源

情

況 

年降雨量約 700
毫米，每人每年

平均分配之降

水量約 3,000 立

方米，因河川遍

布，故水資源豐

沛，為維持良好

生態環境，制定

法律和法規，要

求對雨水進行

收集利用。 

年降雨量約 760
毫米，雨量分布

不均，西部為乾

旱 和 半 乾 旱

區，東部為濕潤

與 半 濕 潤 地

區。每人每年平

均分配之降水

量約 25,000 立

方米，是水資源

豐富的國家之

一。 

年 降 雨 量 約

1,100 毫米，每

人每年平均分

配之降水量約

4,400 立方米。

隨人口增加及

降 水 分 佈 不

均，面臨水資源

短缺問題，東南

部地區甚至不

再適宜農業耕

種。 

年 降 雨 量 約

1,788 毫米，約

世界平均降水

量之 2 倍，但由

於人口稠密，國

土狹小，每人每

年平均分配之

降水量約 5,300
立方米，約世界

平均值之 1/4。 

年降雨量約 470
毫米，是一個水

資源相對貧乏

的國家，展開以

節水為核心的

都市雨水利用

設計，主要是透

過雨水收集與

利用，節約地下

水開採，並補充

地下水。 

政

策

法

規 

聯邦水法、建設

法規和地區法

規以法律條文

或法規形式要

求水的可持續

利用，聯邦水法

是建設法規和

各州法規的基

礎。 

聯邦水污染控

制法、水質法

案、清潔水法和

《雨水利用條

例》等聯邦與各

州法律法規保

障雨水的調蓄

及利用。 

通過《住房建築

管理規定》規

定，促進家庭雨

水回收系統的

普及。於 2006
年至 2015 年間

針對新建房屋

設立 1 到 6 級的

評估體系，要求

所有的新建房

屋至少須達到 3

每開發 1公頃土

地須設立 500立
方米的雨洪調

蓄區；「第二代

城市下水總體

規劃」要求新建

和改建的大型

公共建築群須

設置雨水就地

下滲設施。 

「國家水行動

計畫」為國家水

資源政策改革

與 推 動 之 計

畫，目標是水資

源會計、增進用

水效率、保障供

水安全、確保水

價合理、合法市

場機制與透明

化水資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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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上的永續

利用標準。 

技

術

面 

頒布《雨水利用

設施標準》，對

雨水水質進行

分類，透過逕流

收集、傳輸與貯

存、過濾與處理

等技術措施，實

施雨水的利用。 

實施都市雨水

資源管理和雨

水逕流污染控

制最佳管理方

案，強調非工程

的生態技術的

開發和應用。 

推動大型市政

建築和商業建

築 的 雨 水 利

用，以倫敦奧林

匹 克 公 園 為

例，透過雨水收

集和廢水再利

用，做為灌溉用

水及周邊居民

使用。 

大型建築物如

相撲館、大會

場、機關大樓，

建有數千立方

米容積的地下

水池來儲存雨

水，並充分利用

了地下空間。 

採行多元化水

資源利用，積極

推動雨水回收

水管線與汙水

回收處理廠的

建置，建構完整

的水循環公共

設施，確保水資

源安全永續。 

經

濟

面 

制定雨水排放

費徵收標準，對

實施雨水利用

業主免收雨水

排放費。 

聯邦和州政府

使用總稅收、發

行義務債券、補

貼、貸款等方

式，鼓勵雨水利

用。 

2015 年針對性

控制水資源利

用效率，直接要

求單一住房單

元的居民每天

設計用水量不

得超過 125 公

升。 

調整水價；實施

雨水利用補助

金制度；出口雨

水。 

採水價累進費

率以引導民眾

與企業節約用

水。 

管

理

面 

水務局統一管

理與水有關的

全部事項，包括

雨水、地表水、

地下水、供水和

污水處理等各

個環節。 

BMP：以提高天

然入滲能力為

宗旨，都市雨水

資源管理和雨

水逕流污染控

制體現； 

LID：採用源頭

控制理念實現

雨洪控制與利

用的雨水管理

方法； 

GI：相互聯繫的

綠 色 空 間 網

路，由各種開敞

空間和自然區

域組成，包括綠

道、濕地、雨水

花園、植被等。 

SuSD：永續排

水系統，是英國

政府當前推廣

的排水理念，旨

在從排水系統

上減少都市內

澇發生的可能

性，同時提高雨

水等地表水的

利用率，兼顧減

少河流污染。 

成 立 了 有 清

水、住友、日

產、三菱等著名

公司在內的 84
家公司參加的

「日本雨水貯

留滲透技術協

會」協助政府推

行水資源相關

政策並出版技

術 手 冊 與 書

籍，提供種類與

構造、規劃設

計、維護管理

等，供相關單位

及民眾推動都

市雨水貯集與

利用系統之參

考。 

WSUD：將都市

規劃和設計與

供水、污水、雨

水、地下水等設

施結合起來，使

都市規劃和水

資源管理結合

並達到最優化。 

日本雨水貯留滲透技術協會-建築基地蓄洪滲透設施安裝手冊，

主要適用之對象包括政府機關職員、一般民眾等，除了說明建築基地

（住宅）等設置雨水貯留滲透設施等所產生的功效，手冊內容亦包括

提供蓄洪滲透設施的種類，說明水循環改善的效果，以及設施的配置

方法等，透過圖說、標示等易懂解說方式，技術指導蓄洪滲透設施的

配置方式，本手冊以透過建築基地用地雨水貯留滲透雨水的執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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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雨水流出抑制、地下水的補助以及熱環境的改善等，作為手冊編

撰目的。 

然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政府透過手冊、規範或對策方針指導國

內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做為暴雨逕流管理參考。如美國西雅圖低

衝擊開發－普捷海灣技術指導手冊，主要是提供給普捷海灣地區之雨

水管理者或區域規劃者，如何執行雨水貯留及滲透設施、目標及規格

等，提供相關作法及程序，以達到該區雨水逕流量削減之目的。手冊

針對的適用對象包括庭院規劃師、景觀工程師，以及相關技術人員、

決策者與開發商等，而其內容編撰重點除了包括普捷海灣區域之概

述、佈局與規劃方式外，並另介紹該區的植披保護及維護，以及如何

綜合規劃及管理等。 

除上述國家外，世界各國亦相繼展開對都市雨水貯集與利用之研

究與實踐。新加坡年降雨量約 2,400 毫米，雨量十分充沛，但國土狹

小、降雨特性及地形因素不易留住與水，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之降水量

約 306 立方米，是為水資源缺乏國家之一，故多年來新加坡致力於水

資源政策推行、改造與研究，主要包括通過新生水、國內集水區水源、

進口水和海水淡化四項措施。自 1970 年以來，即開始考慮水的循環

再利用的可能性，公用事業局(PUB)利用工程方案來鼓勵節約用水，

家電和機器需具備一定的效率等級才可在新加坡販售。1991 年實施

節水稅，在 1997 年進行大幅度定價修改，以經濟效益為基礎對水進

行定價。自 2015 年，每年使用超過 6 萬立方米水的機構，需要被監

測用水情況，並需提交水效率管理計劃。公用事業局(PUB)為世界上

全方面水資源管理的少數幾個機構之一，製定了綜合性需求管理政

策，包括水的定價、保護措施和公共教育。 

丹麥是為不缺水的北歐國家，但近幾年含水層被過度開採而導致

部分地區供水緊張，為此丹麥開始積極尋找可替代水源。根據丹麥技

術大學計算，假設丹麥領土內建築物屋頂的雨水都可被收集，每年收

集的雨水總量可以達到 2.29 億立方米，相當於丹麥全國飲用水的總

量的 24％。僅計算居民建築物的屋頂，每年可收集 6450 萬立方米的

雨水，可用來沖洗廁所和洗衣服，可滿足沖廁所和洗衣服用水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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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家庭總用水量的 22％。近年通過了立法，允許利用雨水收集

技術保證丹麥供水的永續性，雖然在首都哥本哈根的使館區或丹麥的

一些高端社區，這是十分普遍的設施，但根據丹麥技術大學估算，收

集的雨水總量大約只佔丹麥全部自來水生產量的 7％，且存在雨水貯

集與利用系統設置成本過高的問題，故造成雨水利用技術無法在丹麥

大範圍推廣。 

中國年降雨量約 660 毫米，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之降水量約 5,000
立方米，約世界平均值之 1/4，是水資源貧乏的國家之一，然又為世

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國家，與西方各國相比，中國雨水貯集與利用的研

究和應用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2005 年頒布《建築與社區雨水利

用技術工程規範》，使中國都市雨水貯集與利用標準化。2015 年中國

政府正式開啟海綿城市計畫，採取「滲、滯、蓄、淨、用、排」等措

施，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提高城市的防洪減災能力。由中央財政部、

住建部、以及水利部共同頒布了《二〇一五年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

申報指南》，鼓勵各地都市提出申請，成為第一批的「試點城市」。要

成為海綿城市試點，都市得符合幾個基本條件：平均年雨量不低於

400 毫米、對排水設施、調蓄雨洪、急難管理有強烈需求；且一旦成

為試點，其市政府必須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增建或強化都市水系統、

園林綠地系統、道路交通系統等，並配合城市總體規劃來落實海綿城

市建設的相關要求。其中都市水系統主要包括都市供水系統、節水、

汙水處理及利用、排水防澇、防洪、和城市水體等各方面內容。預計

在 2020 年內打造 16 個「海綿城市」試點，目標是通過提高滲水、保

水和蓄水、水淨化以及恢復濕地等方式，回收 70%的雨水。推行與管

理方式採取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採購，財政補貼

等方式，創新商業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項目建設運營，將符合條

件的項目納入專項建設基金支持範圍，鼓勵金融機構創新信貸業務

等。 

泰國是一個受季風影響的國家，雨水的收集利用為泰國提供了另

一種解決水源短缺的辦法，泰國的多年平均降雨量為 1400 毫米，並

且雨季時間每年約持續 6 個月。泰國使用大水缸儲存雨水歷史已經有

2000 多年，一個 2,000 升的泰國水缸通過存儲雨水能供一個六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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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用水量，隨著現代水問題的出現，水缸提供了一種解決地下水

含鹽度過高和泰國東北部的缺水問題的實用方案。泰國政府與地區非

政府組織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合作，對水缸生產的設計，建造，培訓和

建造材料的購買進行資助，鄉村工廠也正在研究利用雨水罐提供穩定

安全的水供應。在很多村莊，廠房前擺了很多水缸，人們可以立刻購

買和運回使用，也可以通過泰國運河進行船運。對於那些沒有足夠勞

力來自己生產水罐的村莊，他們可以向政府申請 250 美元的資助，用

以購買水罐，政府的這項優惠也能通過免收 3 年的稅收的方式得到。

而其他國家如瑞典、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採取修建小型水池、水倉

和塘壩等工程措施，攔截雨水進行灌溉，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 國內其它相關計畫及研究成果  

國內目前關於「雨水貯集與利用系統」設置已漸普遍，然而為更

有效推動各機關、學校、民間及工業區設置此系統，以充分有效利用

水資源，政府及相關研究單位對有其設計或應用技術進行了相關之研

究與技術開發。除前述經濟部水利署之歷年成果回顧，其它國內近年

政府及相關研究單位已完成相關雨水貯集設計或應用技術之推廣，與

法規、規範等建置，成果包含如下所述。 

2.2.1 雨水貯留利用推廣與研究成果 

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11 年「生態社區的雨水利用系統規劃技術

研究」中，針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及其他單位相關報告、專家學者推

薦之 12 個社區中選取 4 個社區進行現勘，並提出本土生態社區雨水

相關問題；報告中另提出 10 種社區雨水利用規劃技術，如屋頂雨水

貯集系統適用於都市鄰里單元社區、集合住宅社區與鄉村社區等既成

社區及新社區；雨水收集結合入滲系統適用於都市鄰里單元社區、集

合住宅社區與鄉村社區等既成社區及新社區；雨水收集結合污水回收

適用於既成社區、新社區，社區中有大型或公有建築物、學校及政府

單位等；公路逕流收集系統適用於坡地社區；地形雨水截留適用於坡

地社區；區域雨水應用適用於高需水量用水之社區，並具地形集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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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開闊地雨水收集適用於多數社區需增加雨水收集量；田間雨水

貯留工程適用於鄉村社區與農村聚落；入滲廊道適用於濱海社區與霧

氣收集系統適用於鄉村及開闊區域社區。2009~2012 年「綠建築更新

改善計畫」則針對中央機關暨國立院校舊有廳舍，在滿足綠建築水資

源指標要求下，對各單位現地情況提供補助改善機關或學校進行水資

源改善工程、設計與技術規範等事項(如圖 2-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雨水

公園案例圖 2- 1)，並協助完成案例施作與追蹤查核。 

  

圖 2-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雨水公園案例 

2013 年「屋頂綠化結合雨水設計與建構維護管理之研究」，該研

究主要建立屋頂綠化澆灌需水量及入流量推估方法，並依照推估之成

果建立國內屋頂綠化結合雨水貯留之容量計算模式及相關推估步

驟。2017 年「雨水貯留設施系統設計與產品模組化技術探討」，該研

究主要提出適合於國內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性模組包括產品標準、設計

標準、設計方法及管理維護事項，進能提供建築師、規劃設計師、及

廠商等有更廣泛、更多元之系統性模組供規劃設計選擇。2018 年「綠

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之應用推廣研究（執行中）」，將完成綠建築雨

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設計手冊(草案)，並藉由包括國家統計資料、工

業局、雨水收集與利用系統產業相關協會、國內外相關刊物的基礎資

訊以及雨水收集與利用系統產業專業研究單位等公佈和提供的大量

資料市場調查研究，探討雨水收集與利用系統產業的整體及其相關子

產業的運行情況，並對未來雨水貯集與利用系統產業的發展環境及發

展趨勢進行探討和分析。計畫另預計完成建築資訊建模(BIM)結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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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將協助完成相關系統之資訊介面模組、建築元件模型建構與其建

築產業資訊結合，進以完成建立雨水貯集利用相關元件資料庫。 

二、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SBIR）2014 年「綠屋頂整合雨水利用系統創新應

用」，該研究報告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二館屋頂建置一

套的「屋頂綠化整合雨水貯集系統物理性試驗平台」實驗分析屋頂綠

化結合雨水貯集系統於澆灌之可行性分析；經濟部工業局 100 年編撰

「產業節水與水再生技術手冊」，該手冊針對老舊工業區之主要產業

進行節水及水再生技術手冊彙編，然而手冊中主要針對於用水回收再

利用及廢水回收再利用介紹較多，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觀念較少。 

三、 經濟部水資源局 

2000 年出版了「雨水貯留及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應用手冊，

手冊中對於屋頂雨水貯集供水系統及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利用觀念

與設計步驟流程進行介紹；供建造雨水貯留供水系統部分包括概論、

設計原則、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維護與管理及設置實例介紹。應用手冊

之設計原則係以屋頂集水為主，設施包括集水區域、導管系統、初期

雨水簡易處理系統、簡易過濾設備及貯水設施，手冊中並提供各縣市

不同降雨效率係數之供水可靠度計算公式，以供參考。 

另外台灣雨水利用協會於 2002 年出版了「雨水利用參考指南」，

手冊中對於屋頂雨水貯集供水系統概念及設計注意要點進行介紹。內

容包含水資源利用危機，雨水貯集利用歷史發展、型式、規劃與設計

原則及注意要點、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維護與管理及設置實例介紹，可

提供雨水貯集利用設置規劃之參考用。參考指南之設計原則係以屋頂

集水為主，設施包括集水區域、導管系統、初期雨水簡易處理系統、

簡易過濾設備及貯水設施，手冊中並提供雨水利用相關單位資訊，以

供查詢參考用。 

四、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3~2014 年「澎湖縣低碳島建設雨中水利用系統建置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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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域家戶二元供水系統推動計畫規劃-澎湖地區」兩計畫案中

除了完成澎湖地區 21 處政府機關、國中小及社區進行雨中水利用系

統建置或雨水貯留設施建置的規劃設計工作外，亦將澎湖地區的地下

水提出保育策略提出建言與改善方法及既有排水路進行地質鑽探並

提出地下水補注工法等，作為後續其他排水路參酌；此外，計畫中亦

擇適宜澎湖地區推動二元供水系統，以提高水資源運用效率；對於澎

湖地區雨水貯留應用之推廣大有助益。 

五、 經濟部技術處 

1997 年委託工業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進行「雨水貯留供水

系統最適化利用技術報告」，該研究建立了雨水貯蓄供水系統可行性

評估及最適化技術作業準則。 

六、 經濟部工業局 

2011 年編撰「產業節水與水再生技術手冊」，該手冊針對老舊工

業區之主要產業進行節水及水再生技術手冊彙編，手冊中主要針對於

用水回收再利用及廢水回收再利用介紹較多，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觀念

較少。 

七、 其他研究機構與協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2014）建立屋頂綠化澆灌需水量及入流量推

估方法，並依照推估之成果建立國內屋頂綠化結合雨水貯集之容量計

算模式及相關推估步驟。模式計算成果可繪出自來水替代率與設計儲

蓄容量曲線，為選擇其提高每單位儲蓄容量可產生最高效率之設計儲

蓄容量量效率為選擇設計儲蓄容量量之依據，並利用微分導數原理求

效率設計點，導數探討函數的變化情形，依此尋找出最佳效率之設計

儲蓄容量。 

「綠屋頂整合雨水利用系統創新應用」計畫（2014）於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二館屋頂建置一套的「屋頂綠化整合雨水貯集

系統物理性試驗平台」，以假儉草為例，以陶石改良介質層與蓄排水

層，增加土壤通透氣與保水能力，並達到調整水質酸鹼度之功用。進

而結合雨水貯集系統，收集雨水及澆灌溢流水，透過 UF 濾膜及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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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器進行水質處理，並針對四個檢測點進行 10 項水質參數之檢測

及監測收集水量。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改良之介質層與蓄排水層達到

良好的成效，過濾系統汙染物處理皆可達到良好的水質標準，而且發

現雨水利用系統能有效減少綠屋頂之需水量，減輕都市用水的壓力。 

2.2.2 雨水貯留利用法規與技術規範 

國內有關雨水貯集與利用之相關法規與技術規範施作執行重點

摘要內容分別可參考如下表 2- 2 所示(資料來源：綠建築雨水貯集利

用系統之應用推廣研究，2018)。 

 

表 2- 2 雨水貯集利用相關法規與技術規範 

體系 單

位 
項

次 
法規名稱 

（主管機關） 說明 

中央

單位 

建

築

法

令 

1 

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十七章綠建築基

準 
(內政部營建署) 

第 298 條第 2 項 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建築基地涵養、貯留、

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 
第 298 條第 4 項 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指將

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用之設計，其適用範圍為

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第 305 條 建築基地應具備原裸露基地涵養或貯留滲透雨水之

能力，其建築基地保水指標應大於 0.5 與基地內應保留法定空

地比率之乘積。 
第 319 條 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之計算及系統

設計，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2 
建築物雨水貯留

利用設計技術規

範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計算設計及維護管理注意要點。 

下

水

道

法

令 

3 
下水道工程設施

標準 
(內政部營建署) 

第 10 條 土地開發利用而增加之逕流量，足以影響下游防洪及

排水系統者，應設置雨水調節池及沉砂池。 
第 11 條 雨水調節池設計規定。 

 
 
 
 

臺

北

市

政

4 

臺北市市有新建

建築物設置雨水

回收再利用實施

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以減少雨水資源浪

費，並有效利用水資源，降低本市水患發生機率及維持建築物

之防、救災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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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 單

位 
項

次 
法規名稱 

（主管機關） 說明 

 
 
 
 
 
地 
方 政

府 

府 

5 
臺北市公共設施

用地開發保水作

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共設施用地貯集滲透雨水之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四、本市公共設施用地如屬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市公共設

施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範（如附錄）辦理： 
(一)基地面積及新建（或改建）之建築面積在 8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新建或改建，須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或

雜項執照者。 
2.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新建、改建公園、平面停車場或廣

場。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開發區域，開發

面積在 8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新

北

市

政

府 

6 

新北市都市計畫

規定設置雨水滯

留及涵養水分再

利用相關設施申

請作業規範 

第 1 點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都市計畫規定設

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之申請及審查事宜，特

訂定本作業規範。 
第 3 點 基地內已領有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築物除前款情形外之

增建及新建行為，以實際增建及新建建築面積除以建蔽率為建

築申請基地面積，計算雨水滯留量。 
第 4 點 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之設置標準依下

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最小貯留量以建築申請基地面積乘以係數 0.05計算貯留體

積。 
(二)允許放流量以建築申請基地面積乘以係數 0.000019 計算

之；設計放流量範圍應介於 0.85 倍允許放流量及允許放流量之

間。 

7 
新北市透水保水

自治條例 

第一條 為增進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築基

地(以下簡稱各基地)之透水保水能力，制定本自治條

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水利局(以下簡稱本局)，並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

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執行。 
用詞定義： 
一、透水保水：指自然土層或人工土層涵養、滲透雨水及雨水

貯留之能力。 
二、公共設施用地：指都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公共設

施用地。 
三、建築基地：指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

法定空地。 
四、透水保水義務人：指依本自治條例應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之

各基地，其經營人、使用人、依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或所有人。 

高

雄

市 
8 

高雄市綠建築自

治條例 

推動生態城市，營造綠建築環境，創造健康生活品質，促進綠

色經濟產業，並達到減碳減災目標以成為環熱帶圈城市典範，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4 條 第一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建築物屋頂應設置隔熱層及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或屋頂綠化設

施。.............四、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雨

水貯集設施。五、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

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 
第 14 條 雨水貯集設施之設置規定如下：一、應於建築物地下

筏式基礎坑或擇基地適當位置設置。二、貯集容積應達建築物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180060000004800-1020107&ShowType=Ref&FLNO=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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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 單

位 
項

次 
法規名稱 

（主管機關） 說明 

開挖面積二十年重現期四小時短延時之降雨量。............. 

臺

南

市 

9 

臺南市設置雨水

回收系統之最小

雨水貯留量評估

標準 

1. 最小雨水貯留量(m3) = 基地面積(m2) × 0.119(m)，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檢核數值：雨水回收儲水槽容量 > 最小雨水貯留量。 
3. 須提出雨水回收之再利用計畫。 
4. 雨水回收儲水槽平時須為空槽，不得以自來水滿補注，以備

隨時儲存暴雨。 

10 
臺南市低碳城市

自治條例 

第四章 低碳城市推動與管理 
第十八條   經本府公告指定一定規模之土地開發或建築行

為，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 
第二十一條 本市公有或經本府公告指定地區之新建建築物於

申請建造執照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採用雨水貯留

回收系統。 

11 

臺南市低碳城市

自治條例第十八

條規定應設置防

洪或雨水貯留設

施之建築行為規

模 

一、臺南市都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五層樓以下非供

公訂眾使用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物，應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

治條例第 18 條規定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 
三、新建建築物且建某基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物者，依前點設

置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

定： 
(一)建築基地面積 300 以上未達 1,000m2者，以建築基地面積× 
0.01(m3/m2) 
(二)建築基地面積 1,000 以上未達 2,000m2者，以建築基地面積

×0.02(m3/m2) 
(三)建築基地面積 2,000 以上未達 3,000m2者，以建築基地面積

×0.03(m3/m2) 
(四)建築基地面積 3,000 以上未達 4,000m2者，以建築基地面積

× 0.04(m3/m2) 
(五)建築基地面積 4,000 m2 以上者，以建築基地面積

×0.045(m3/m2) 
四、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

者，依第二點設置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

不幟得低於下列規定： 
(一)建築基地 300 以上未達 1,000m2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 0.01(m3/m2) 
(二)建築基地 1,000 以上未達 2,000m2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0.02(m3/m2) 
(三)建築基地 2,000 以上未達 3,000m2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0.03(m3/m2) 
(四)建築基地 3,000 以上未達 4,000m2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 0.04(m3/m2) 
(五)建築基地 4,000 m2以上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之建

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0.045(m3/m2) 

資料來源：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之應用推廣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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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成立與

申辦案件推動進度 

依計畫需求及工作期程，大致規劃本計畫之執行重點與實施構

想，共分主軸及三大部分同時進行。而主要之執行主軸為成立「雨水

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除了本計畫期初服務團之籌備工作及組

員之招募外，已完成設立雨水技術服務組、資訊管理組及教育推廣

組，協助經濟部水利署雨水貯集技術推廣之專業諮詢、申辦案例診斷

與輔導，以及推廣宣導與成果展示等作業。以下就服務團及各組推動

成效與進度說明如下。 

3.1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籌備及編制組成  

近年來雨水貯留利用之觀念與經驗在台灣已儼然漸漸成熟，國內

各公家機關、建築業、私人企業、工業界等進行相關建設時，多已將

此觀念考慮，並將此一技術導入建築基地與環境中；然而雨水貯留利

用之規劃、設計，乃至配置等各單一流程之概念雖然容易理解，但在

整體流程之配置規劃至設計完成再至施工、完工等，各階段之串連流

程順序，以及相關設計細節邏輯等，仍需依賴專業之技術輔導與設計

落差之糾正。 

鑑此，經濟部水利署為落實雨水貯留利用在建築基地之規劃與設

計，到務實施工與完工驗收，需有一專門整合雨水貯留利用之技術並

提供各單位之協助檢視與審查，提供專業咨詢服務機構，遂研擬成立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以下簡稱服務團）。 

服務團其主要功能除了在於協助受理國內政府機關、學校、工業

區與社區之雨水貯留系統技術與專業諮詢服務，並輔以提供雨水貯留

系統成效監測、各階段成果追蹤、成效揭示與教育推廣等作業之遂行。 

團務之工作執行首要依水利署近年度雨水貯留利用示範計畫（完

成及執行中）各申辦案成果及目前業務現況資料蒐集暸解，並依本案

工作計畫需求研訂服務團之工作及實施方法，茲將初步訂定服務團工

作規劃、任務、服務項目、服務對象、對外受理服務窗口與受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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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專業技術輔導方式、成果揭示規劃與設計、教育與教案推廣，

以及組織架構、成員遴選、運作流程等分項籌備與規劃，各分項整體

說明如下各小節。 

3.1.1 服務團籌備工作規劃 

本服務團指導單位主要以經濟部水利署及各縣市政府為主，團務

之執行過程中如遇工作需求則擬另邀相關專家、學者為協助諮詢之顧

問；服務團主要執行則包括設立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各組組長等職負

責統籌輔導及各相關業務之委派任務與進行，其下則有團員數人以兼

任委派方式協同本團務之執行工作。本計畫擬定之服務團各單位關係

及組織架構如圖 3- 1，團務作業項目概要如下述七項： 

(一)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對申辦單位之案件執行進度追蹤。 
(二) 協助申辦單位問題分析、雨水貯集成效評估、現場勘查、

診斷建議等工作。 
(三) 協助案件成效追蹤及監測系統配置規劃。 
(四) 監測示範計畫執行與資料回傳。 
(五) 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支援規劃及建置。 
(六) 雨水教育推廣，建置小學、中學、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等不

同教育程度之節水教育教材。 
(七) 全程執行期間之專業技術諮詢與輔導，提供政府機關、學

校、工業區與社區提供技術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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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各縣市政府 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

推動服務團

學者、專家

水利技師公會

建築師公會

水電、圖控..等

技術服務組
設組長及組員

資訊管理組
設組長及組員

共同執行

指導 協助

諮詢

指
導
單
位

服
務
團
及
所
屬
各
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台灣綠色生態

設施協會

教育推廣組
設組長及組員

協助諮詢

 

圖 3- 1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組織架構 

3.1.2 服務團人員編制 

本團隊初步研議擬組成人員除了指導單位，團務之執行主要包括

有學者 3 位、建築師 1 位、水利技師 1 位，及相關經驗之碩、博士、

專家等共同組成「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本團務人員專長

包括水資源、建築、機電設備、教育、電控及通訊等專業類別，組成

分析如下圖 3- 2 所示，各階作業項目及主要人員名單規劃，如下說明。 

水資源專長

32％

建築專長

24％

教育專長

24％

機電設備專長

10％

電控設備專長

10％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成員組成性質分析

 

圖 3- 2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組成性質分析 

(一) 指導單位：提供服務團諮詢與業務執行方向之建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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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經濟部水利署相關主管、各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包括

如水利局、教育局…）等，另擬邀請專家學者、產業界及

有實務經驗的代表等相關主管為協助諮詢之顧問。 

(二) 設召集人一人，負責督導團務及本團任次執行之總統籌

者。因本團由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辦理一案，因此團長建請

應為承辦單位之計畫主持人擔任。 

(三) 設副召集人一人，負責服務團各項業務之執行推動。 

(四) 設立各服務執行小組，包括技術服務組、資訊管理組，及

教育推廣組等三業務組，並設置 3 組組長以統籌本組工作

與委派任務，各業務組並協助召集人辦理團務各項工作。

服務團相關組織成員及執行工作範圍如圖 3- 3。 
 

技術服務組
組長-黃偉民 
協會理事

 計畫綜理、總進度控管

 協助召集人辦理團內相關業務、任務指派

教育推廣組
組長-蔡元芳 

教授

資訊管理組
組長-王冠翔 

工程師

 統籌本組計畫執行
 案件進度追蹤
 專業諮詢、勘查審查
 任務指派及進度管控

 協助統籌計畫執行
 執行展示平台構建
 執行專業諮詢
 任務指派及進度管控

 統籌本組計畫執行
 執行專業諮詢
 總整教育教案
 任務指派及進度管控

組員
蔡燿隆博士、陳京台技
師，以及陳昱傑、邱羽
鳳、蔡欣遠、楊騰達等

 工地現場查核
 受理案件執行、統整
 監測及成效追蹤
 接受指派任務之遂行

組員
柯文立、賴品汝、李盈
霓、杜昕倫、藍佳凡等

 揭示介面製作
 揭示設施設計製作
 相關報告書製作
 接受指派任務之遂行

組員
謝依禪、陳毓樺、劉玫

婷、潘嘉豪等

 教案內容分類
 教案內容撰寫
 相關報告書製作
 接受指派任務之遂行

召集人-總計畫主持人（廖朝軒 理事長）

副召集人（王婉芝 副執行長）

 

圖 3- 3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人員編制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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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術服務組：擬執行之範疇包括協助水利署受理案件、

專業技術諮詢與協助、現地輔導，協助歷年案件進度追

蹤、成效評估等，以及遴選並建置經濟部水利署 106~107
年度示範案件（共 10 案）之監測系統建置與成效評估回

傳等作業。 

2. 資訊管理組：擬執行之範疇包括揭示內容彙整與建置連

結、揭示作業平台設計及設備建置、揭示設備及介面等

性能查核，以及系統維護與管理，並彙整接收各組回傳

資料連接至揭示系統等作業。 

3. 教育推廣組：擬執行之範疇包括盤點與分類國內基本教

育課綱、雨水推廣教案建置、協助推動教案推廣應用、

節水百科內容訂定，以及人員培育等作業。 

(五) 服務團運作窗口：本服務團主要窗口設立於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各組並設立專線聯絡電話、傳真、E-mail 信箱

及擬定相關服務機制，提供做為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各工

作小組執行相關業務用。 

3.1.3 服務團服務運作流程及內容 

服務團設立服務窗口，各組設立專線聯絡電話、傳真及 E-mail
信箱等，本計畫協助申辦案件服務及推動規劃方式說明如下。 

1.  案件協助服務方式說明 

A. 服務團協助服務窗口透過申辦單位之一般通訊、書面、電子

郵件或傳真提出服務需求；協助服務主要對象單位來源包

括： 

來源一：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之各地方政府提送之雨

水貯留系統設施代辦/補助申請之單位。 

來源二：針對雨水貯留系統設施及相關量測設施具技術性諮

詢需求之機關及學校單位。 

B. 收件後，進行過濾並予分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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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由申辦單位直接電話諮詢，並由本團服務窗口受理

處理後直接回覆；較為專業者則轉相關工作小組處

理後回覆，並完成諮詢電話輔導紀錄。 

第二類：由申辦單位完整提交案件諮詢內容，輔導則按內容

由工作小組業務、專業技術者提供進一步諮詢回

應，包括設計審查與初步建議，以及技術諮詢（含

提供設計、施工、後續維護必要之技術文件）；並委

由各組或協力之專業技師、人士等進以組成專案進

行後續服務，並完成諮詢案件輔導紀錄。 

C. 代辦/補助案件服務機制及運作流程如圖 3- 4 所示。 

 
經濟部水利署

案件受理分類

單一受理窗口

第一類案件處理 第二類案件處理

直接交付各小組
階段處理

服務追蹤考核

案
件
分
類
處
理

指導單位

窗口跟各小組回覆

其它服務對象
提出申請

諮詢輔導紀錄撰寫

 案件成果轉呈水利署

 案件成果回傳揭示小組  

圖 3- 4 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案件處理運作流程 

2.  申辦單位申請作業流程 

A. 為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之各地方政府提送之雨水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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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系統設施代辦/補助申請單位者，則以水利署提供該單位

之申請案件資料進行後續作業程序。申辦單位主動提出至

服務團協助申請者，則由服務團協助諮詢填寫申請表單並

用印後寄件至服務團服務窗口代為轉交申請。 

B. 為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之各地方政府提送之雨水貯

留系統設施代辦/補助申請單位者，申請資料不足時，則服

務團將協助水利署建請申辦單位提交補足相關資料。申辦

單位主動提出申請者，服務團服務窗口接獲申請函後，聯

絡服務對象單位並請該單位提供相關基本申請資料(包括

如周界圖、配置圖、簡介、用水計畫書（表）及改善標地

基本資料等)，以利後續之申請作業順遂進行。 

C. 由服務團收件後進行上述分類，並依第一類案件與第二類

案件完成電話初訪作業後，整理初訪結果及彙整申辦單位

提供之資料，小組成員討論後續之追蹤查核或案件諮詢解

決方式，必要時並召開小組會議。 

E. 小組如遇無法解決之技術性問題，由服務團委派專家進行

進一步技術深度諮詢輔導，並完成訪談調查診斷，視申辦

案件需求可提出改善建議予申辦單位。 

F. 協助受輔導單位進行後續改善作業，並持續追蹤成效查核

服務。  

G. 各案診斷完成後，由服務團各小組成員撰寫簡易諮詢輔導

紀錄，完成填報回傳作業。 

3.1.4 其他協助辦理工作說明 

1. 協助辦理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各地方政府提送之雨水

貯留系統設施申請之追蹤查核等工作 

經濟部水利署 106~107 年度代辦/補助申辦單位計畫截至本

案期末(107 年 11 月 20 日)止，已掌握瞭解本案已完成受理(106
年第四季受理，以及 107 年第一~第三季受理，以下稱此為第一

階段)並篩選出之確認案件共計 134 單位，第四季申請中單位共

計 43 件(申請中未確認，後續稱第二階段)，其中第一階段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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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案計 16 件，合計確認案場總件數 118 件，且已完工件數 101
件，設計與施作中計 17 件；各案之執行進度掌控與案件說明請

參閱本章第二節內容說明。 

2. 協助辦理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各縣市代辦/補助單位提

出申請初選、遴選作業方式辦法 

為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各地方政府提送之代辦/
補助雨水貯留系統設施申請，本計畫為求各申請之案例改善效益

能應符合本計畫「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之目標，使雨水資源

能最有效的運用且使受代辦/補助單位經費合理分配，故研擬修

訂規劃即有的初選流程（依現有 106 年度之初選辦法修訂後擬

定），建議下列代辦/補助單位書面初步評選方式與流程，便於後

續計畫順利執行。主要評選項目包括： 

 資料彙整：依據所彙整各代辦/補助申請之基本資料、建

置項目以及初步規劃成果等進行歸納及預選地點分析。 

 篩選原則：依擬定之評選限定條件或因子評估執行成效及

潛力，可以評選因子之積分成效提供為優先順序參考依

據。 

 擬定申辦案件審核優先順序：依據所擬定之篩選原則及評

估結果，以初步排定申辦案件審核優先順序。 

 執行優先順序修訂：配合雨水貯留設施評選結果及代辦/
補助機關未來施作考量等因素，將初步擬定之審核優先順

序略作調整，以做為雨水貯留系統設施代辦/補助核定順

序之依據。 

3. 各縣市審核優先順序評估辦法（建議事項） 

為利於審核優先核定申辦案件評選辦法，主要為以能有效達

到收集雨水以供利用，除了生活用水需求應高於澆灌、景觀等用

水，其次考量申請單位建築物本身為更新工程已包含雨水利用預

留設計或已獲得相關修繕補助經費，以及在偏遠地區用水需求高

過於都會區等，應納入申辦機關評選因子優先選項中。可供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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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因子建議包括有：  

A. 缺水或易淹水地區：考量缺水或易淹水地區取水、用水來

源極為有限或需蓄水減洪需求等考量，本項評分將建議於

缺水或易淹水地區優先規劃。 

B. 設置效益（設置空間及設計容量）：本項效益評分主要考

量基地雨水貯集設置貯水槽配置空間及容量設計大小（較

大者優先），其中又建議以地表貯集方式優於地下貯集（但

如已預設有地下貯水空間，如建築物筏基或先期規劃已有

地下貯水槽，則不在此限）。 

C. 更新工程計畫（或已獲得相關補助計畫）：本項評分主要

考量正在辦理廳舍新建工程設計或施工中，既有舊建築已

被拆除或短期內即將拆除，可將雨水利用規劃納入廳舍新

建工程，因可大幅提高工程可行性，但如為現有廳舍新建

並已包含雨水利用預留設計或與其相關之修繕改建計畫

（如建物屋頂修繕等因子），則建議可優先遴用。 

D. 初步規劃完整性及雨水貯集施作難易度：本項評分主要依

據初步規劃成果，評估其計畫書寫完整性，及其雨水貯集

施作工程中管線加裝容易性、已設置或預留加裝位置（包

括如配管銜接位置、洗孔位置、雨水桶槽等預留）等，應

可優先遴選。 

E. 雨水利用標的：本項評分主要考量雨水利用標的，沖廁用

水標的屬經常性用水，需求及替代自來水量高於澆灌用水

標的，故利用效益較大。 

F.   具備教育宣導功能：本項評分主要依據申請單位教育宣導

相關課程安排完整性及學校人數等作為未來宣導推廣之

效益評估。 

G. 避免重複設計地點：過去曾設置雨、中水利用系統，已達

水資源再利用及宣導之功能，為擴大計畫效益，宜應不再

列入遴選地點（但建議如工程經費 50 萬台幣以內之相關

計畫，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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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縣市初選評選給分辦法（建議事項） 

建議可藉由評估因子及各協辦機關提出之申請地點評估，各

項給分方式說明如下（如評分項目在申請書中無法明確掌握資

訊，則以該項目之最低分數予以評分）。 

A. 缺水或易淹水地區：屬前提該地區者以+5 分計，其它區

域以+1 分計。 

B. 設置效益（設置空間及設計容量）： 

 地表設置空間充裕（或已有預設地下儲存空間）以+5
分計，地表設置空間有限以+3分計，地表設置空間有

限需以地下貯集以+1 分計。 

 設置容量可依申請單位其規劃之容量設計大小排序，

並予三等份分之，容量設計較大者以+5分計，其次以

+3 分計，較小者以+1 分計。 

 收集面積可依申請單位其規劃之雨水收集區域設計之

大小排序，並予三等份分之，收集面積較大者以+5分
計，其次以+3 分計，較小者以+1 分計。 

C. 更新工程計畫（或已獲得相關補助計畫）： 

 現有新建廳舍已預留雨水貯留預定位置以+5分計，正

辦理之廳舍改建位置以+3 分計，其它以+1 分計。 

 申請之單位已獲得相關補助計畫以+2分計，其它以+1
分計。 

D. 初步規劃完整性及雨水貯集施作難易度： 

 申請計畫書規劃完整性以+5 分計，其次以+1 分計。 

 容易施作且預留加裝位置的以+5分計，需另施作或加

裝且施工容易以+3 分計，不易施作者以+1 分計。 

E. 雨水利用標的：雨水利用以沖廁為用水標的以+3 分計，

澆灌、景觀用水以及洗車等用水標的等以+1 分計。 

F.   具備教育宣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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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單位計畫書提供之相關宣導、教材等內容說明完

整者以+5 分計，其次以+3 分計，如無相關說明則以

+1 分計。 

 申辦單位其申請之學校人數，可依申請單位人數予以

排序，並予三等份分之，人數較多者以+5分計，其次

以+3 分計，較小者以+1 分計。 

G. 避免重複設計地點：已有先前之設計且工程經費大於 50
萬台幣者，建議直接扣除。 

H.   雨水利用系統優先規劃申辦單位初選（順序與分級） 

表 3- 1 雨水貯集施作優先執行潛力建議表 

評分 
因子               

 
評選 
地點 

(a) (b) (c) (d) (e) (f) (g) 

總分 

執

行

潛

力 
分

級 

缺水

或易

淹地

區 

設置 
效益 

更新工

程計畫

（或已

獲得相

關補助

計畫） 

規劃完

整性及

雨水貯

集施作

難易度 

雨水 
利用 
標的 

具備 
教育 
宣導 
功能 

是否 
重複 
設計 

xxxx（範

例） 
5 5 5 5 5 2 5 5 3 5 5 否 50 I 

               
               
依申請單

位增列… 
 

  
 

   
 

 
     

    將各預選地點依評分結果（滿分為 50 分）分為具最

優先執行潛力 I 級-初擬評分 40 分（含）以上；優先執行

潛力（II 級）-評分 30~39 分；及普通執行潛力 III 級-評
分 29 分（含）以下，各評分及執行潛力分級評估可參考

表 3- 1；協助經濟部水利署（107 年度之後）篩選出預計

代辦/補助單位，以辦理各案進一步相關雨水配置技術評

估與案件受理；並可整合雨水貯留設施規劃成果、經濟性

分析及其他考量因素，作為調整或確立其執行優先順序之

參考。此外，為避免代辦/補助單位因故未能即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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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必要時可另選出候補單位作為備案。 

5. 各縣市評選機制及審議條件補充辦法(107 年 7 月修正實施) 

A.   優先順序補充辦法：各單位實估設計(含 14 日審查日)及
施工日期需求，應於各縣市公文列明建議核定期程優先順

序(請排定優先 1 及優先 2 順序)，包括： 

 可於 107 年 10 月中完工，預算編列可全列於 107 年度

辦理。 

 無法於 107 年 10 月中完工，預算編列 30%列於 107 年
度；70%列於 108 年度(依過去付款期程經驗，請款約

需 45天以上，可於完工時請款，經濟部水利署於 1月
付款)。 

 無法於 107年 9月底工程發包建議預算編列全列於 108
年度。 

B.   依新訂計畫書格式(如圖 3- 5)提送計畫書，針對功能或效

益較差案件，未來工程設計將另納入審查機制，相關設計

審查完成後才能發包施工，所送審設計資料未來針對預算

編列不合理部分予以減列，審議辦法包括： 

 個案計畫30萬以上且使用標的未包含沖廁或生態池功

能，審核資料及原則如下： 

應附單價分析表，需送審基礎設計。 

 個案計畫 50 萬以上且使用標的包含沖廁或生態池功

能，審核資料及原則如下： 

應附單價分析表，需送審基礎設計 

 個案計畫 100 萬以上(除非來函註明自願列為補助案

外；需另編配合款)，皆應檢討使用標的納入沖廁功

能，審核資料及原則如下： 

應附單價分析表，需送基礎及細部設計審查。 

 合併發包案件超過 100 萬以上，則視同個案計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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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以上之辦法實施。 

 

 

圖 3- 5 新申辦單位雨水貯留系統計畫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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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新申辦單位雨水貯留系統計畫書格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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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審視已提送計畫之計畫書，請於再次提送計畫書時審慎

評估，常見經審視需修訂項目包括： 

 個案計畫使用標的包含澆灌工程建議採行佈設管線半

自動滴灌方式(如採自動澆灌應考量泥沙阻塞問題)。 

 申請範圍屬有游泳池之單位，建議規劃考量游泳池廢

水回收至雨水貯留桶槽整合回收利用(供沖廁)機制。 

 為延長雨水貯留桶槽使用壽命，收集之雨水應增加簡

易過濾/淨水系統(主要避免樹葉及泥沙進入雨水貯留

桶槽)，並應說明過濾/淨水方式及編列過濾/淨水系統

經費。 

 國內桶槽使用已屬一般通用性產品，經費編列應確實

於市面訪價，如有特別需要採較高規格之產品，應說

明產品規格及其使用此產品之原因以利審查。 

 提供沖廁部分之雨水貯留建議採其它水源補注方式

(如地下水、泉水或自來水補助)，並應注意不可與地

下水、泉水或自來水貯存槽混合使用。 

 規劃時應參考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規

定：雨水供水管路與自來水管路應分開設置，雨水供

水管於露明處應採用綠色或漆塗綠色作為區別，且每

隔 5M 標記「雨水」字樣及雨水流向箭頭，以防止錯

接誤用。 

 應盡量減少加壓泵浦之設計，如為必要則各組加壓泵

浦供應標的應說明： 

- 應盡量減少加壓泵浦之設計，如為必要則各組加壓

泵浦供應標的應說明。 

- 各組加壓泵浦標的應說明預計輸水之範圍面積或揚

程設計，並請說明其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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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6 暨 107 年度申辦計畫執行進度及說明  

為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追蹤查核各地方政府提送之代辦/
補助雨水貯留系統設施申請執行進度與成效，服務團協助辦理 106 暨

107 年度水利署已確認之受理單位(結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階段，計

118 案進行中/執行完成)，由服務團召集人交付「技術服務組」辦理

進一步執行進度調查與成效初評。申辦案件調查方式初擬大項係主要

包括其基本資料、發包進度/數量、工程內容、完工時間、請款時間，

以及效益計算相關設計參數資料等進行分項調查與成效評估，以下對

其調查重點各階段成果內容分別說明。 

 

106～107年度申辦單位進度追蹤

1.106~107年度確定受理單位及經費。
2.各單位基本資料。
3.各單位改善前/後報告資料。
4.各單位聯絡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代辦協辦機關

1.各受理單位詳細資料。
2.系統規劃方式與目標。
3.發包、工程營造、請款進度追蹤。
4.追蹤紀錄填寫。

服務團、受理單位

1.申辦方式諮詢。
2.雨水貯留技術方式諮詢3
提出改善諮詢建
4.其它遭遇問題諮詢。議。

經濟部水利署、服務團

1.確認各單位申辦項目。
2.貯留效益計算。
3.輔以填表方式進行系統使用調查。
4.分析成果及成效評估。

服務團

提出調查、分析及評估結果並將成果
轉送經濟部水利署及服務團資訊管理

組整合上傳

經濟部水利署、服務團  

圖 3- 6 106~107 年度申辦案例受理單位執行進度追蹤考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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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申辦案件調查重點及統計表製作 

106 暨 107 年逐案調查填報表格擬定主要為三部分，基本資料、

施作進度(適合執行中之各案應用)，以及成效評估，包含 1. 單位基

本資料，除了調查案件受理單位之基本資料，亦包含本案設計雨水利

用標的、貯水貯留之設施項目，以及其它為利後續成效計算所應提供

之資訊調查；2 施作進度，主要提供為案件執行中之工程進度資訊之

調查與追蹤，包含了工程名稱、地點、開工/完工時程，款項請領進

度等各項執行調查與追蹤；3. 成效評估，主要為用以評估推廣成效

相關之數據資料、參數等資料之調查與推估計算。填寫表單之製作主

要以 Excel 撰寫，並具備連結與下拉式選項等設計簡易功能，後續追

蹤時本團隊僅需填寫表格中各相關位置填入調查相關資料、數量及補

充說明。各項調查與計算項目內容進一步說明如下： 

1. 基本資料： 

調查內容主要包括： 

A. 案件編號：主要以各申辦案件所在位置之縣/市進行分類及

件數編碼。 

B. 案件名稱：為各申辦案件單位名稱。 

C. 單位地址：為各申辦案件地址。 

D. 經額：為申辦案件核定之施作經費(包括設計及工程營造等

款項)。 

E. 承辦人：為申辦案件主要聯絡對應之人員名稱。 

F. 承辦人電話：為申辦案件主要聯繫電話。 

G. 承辦人 E-mail：為申辦案件主要電子郵件帳號。 

2. 發包數： 

現階段調查內容主要為期程自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間，已申辦通過之各單位發包月份之確認。 

3. 請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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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主要為配合前述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

間，已申辦通過之各單位預計/完工後之請款月份與經額之確

認，請款經額調查方式包含 30%期初款申請及 70%尾款申請，

或全額 100%一次申請。 

4. 備註： 

本欄位內容主要為調查過程中，各申辦單位調查過程中所遇

狀況、問題等備註說明，並如遇技術諮詢或無法即時處理之遭遇

問題得以配合後述「案件技術諮詢與回覆」補充說明。 

5. 工程資訊： 

調查內容主要包括： 

A. 工程編號：主要以各申辦案件工程發包時其案件編碼，如無

者免填。 

B. 工程執行機關：主要以各申辦案件工程發包之機關名稱，如

無則填寫同「案件名稱」。 

C. 預定進度/實際進度：案件工程執行之預定期程/實際期程，

以百分比顯示。 

D. 請款經費：案件工程執行完工驗收後預定申請之總款項(包
括設計、監造費用以及工程款項等)。 

E. 實際開工日期：案件工程實際開工日期。 

F. 預計/實際完工日期：案件工程預計/實際完工日期。 

G. 工程費：預定申請之工程營造費用。 

H. 承包廠商：工程營造廠商名稱。 

I. 工程地點：工程實際施作地點簡要說明。 

J. 工程概要：工程師營造要內容，以雨水貯留利用之設計與施

作內容補充說明，調查內容包含施作項目、施作標的、雨水

利用標的等。 

K. 監造單位：負責設計及監造之廠商名稱，如無則同填寫「案

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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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雨水貯留效益評估所需參數調查： 

調查之內容主要為各申辦單位，已完工之案場單位雨水貯留

效益計算與評估等其所需之參數調查，所需調查記錄包括： 

A. 集雨面積：主要為調查雨水收集屋頂區域之面積(單位為平

方公尺)，且應以實際雨水落水管線接收數量為依據，作為

實際集雨面積之估算比分比依據(非全部之屋頂面積)。 

B. 沖廁人數：主要為調查雨水使用標的在沖廁使用上之人數

(單位為人/日)，且應以實際使用雨水沖廁之廁所預計使用之

人數為評估依據(非全部之使用廁所人數)。 

C. 澆灌面積：主要為調查雨水使用標的在澆灌使用上之區域面

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D. 雨水貯留槽：主要為調查雨水收集儲存桶槽量體大小(單位

為噸)。 

7. 雨水貯留效益推估： 

分析計算之內容主要為各申辦單位，已完工之案場單位雨水

貯留效益，所需評估成效推估值包括： 

A. 供水可靠度(%)：主要為依據經濟部水利署「雨水及再生水

手冊-雨水貯留供水系統」所提供之台灣地區 23 縣市雨水貯

留供水系統貯水槽容量-集水面積-供水率試算式之係數

表，進行本研究申辦單位雨水貯留供水可靠度推估。雨水貯

留供水系統貯水槽容量-集水面積-供水率試算式如下所示： 

RV = C×Sx×Ay×Dz 

C、x、y、z:迴歸係數 
RV :供水可靠度 
S :貯水槽容量(m3) 
A :集水面積(m2) 
D :日需水量(m3/日) 

B. 雨水使用量(噸/年)：主要為推估計算申辦單位雨水使用在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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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之推估計算，其中雜用水用水標的以廁所沖廁用水

(16 公升/日.人)及澆灌用水(0.05cm/日)兩類進行評估。 

C. 雨水潛勢量(噸/年)：主要為推估計算申辦單位雨水收集潛勢

量之計算，以 365(日/年)×雨水收集面積(m2)×平均雨量(m/
日) ×收集率(80%)計算之。 

3.2.2 申辦案件技術諮詢及輔導紀錄 

協助代辦/補助等申辦單位技術諮詢與回覆，包括申辦單位提出

之整體規劃與設計諮詢服務，如申辦單位於建築物屋頂或區域之地形

進行雨水貯留利用規劃，服務團將協助單位之初步規劃建議，提供雨

水貯留系統整體架構之設計內容、成本建議，藉由服務團電話諮詢或

申辦單位提出之書面，進以評估建物類型、空地及雨水排水管線等情

形，以及整體系統中從屋頂集水過程、排水及輸水、淨水過濾、儲存、

供水乃至雨水收集成效揭示等，以進行申辦案件雨水貯留系統規劃設

計修訂建議或後續執行工程建議；服務團協助諮議之項目及內容主要

概括如下： 

1. 辦理申辦案件電話諮詢服務： 

A. 集水面積諮議評估：由於建築物與需水點距離遠、面積小及

難以收集等因素，因此並非所有各規劃點的建物皆適宜納入

雨水貯留系統，故需依申辦單位提供之現地建築物集水方案

之概略成本，以得到最低設置成本方式建議。 

B. 集水系統技術建議：配合集水面積收集雨水相關技術協助之

建議。屋頂雨水收集一般包括型式為平頂或斜頂等造型；針

對申辦單位提出之雨水收集區域不同之屋頂造型適合之取

水集水方式（包括如重力或壓力紅吸式）等技術除了給予設

計協助與建議，並作為該申辦單位雨水集水成效項目評估內

容。 

C. 輸水系統建議：即指運送雨水之管線型式，包括明管或暗

管，以及管徑等將會影響後續之相關設備、系統銜接之容易

度與輸水成效；針對申辦單位建物雨水輸水系統，包括明管

或暗管輸水銜接技術給予設計協助與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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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淨水系統建議：針對申辦單位淨水過程建議不同設施設備建

議，通常可分初期雨水淨水及主要淨水系統兩類建議。  

 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包括如雜質截留設施（主要分簡易型

或機械式）；以及初期雨水排除設施（主要分簡易式、

機械式或電子式等）等技術層面建議。 

 主要淨水系統-包含沈澱、過濾、加藥、活性碳吸附、逆

滲透、薄膜、紫外線 UV 及其他等技術層面建議。 

E. 貯水系統建議：包含雨水貯水系統規劃方式、貯水系統之型

式與材質，以及貯水槽設計容量建議。 

 蓄水設置地點-將以該單位用水區域周圍之空地不影響

行人車輛進出及方便維護為主要考量；並需以雨水收集

管線及供水管線距離較短為原則進行規劃建議。 

 型式與材質建議-包括地面式、半地面、地下式、高塔型

式，以及適用材料如塑膠、不銹鋼、玻璃纖維、混凝土

等桶槽設計之建議。 

 貯水槽設計容量建議-依據所設定之建築物集水面積，配

合雨水需水量等重新進行貯水槽設計容量之建議，惟仍

須以該單位前述可配合搭載之集水槽區域大小、型式做

修訂建議。 

F. 揭示設備部分：如申辦單位已設計包括水質、水量等監測系

統及揭示設備等，則協助該單位相關技術諮詢，包括： 

 監測系統-對雨水水量之監測及運作操作之控制等設計

建議。 

 揭示設備-包括監測成效之揭示軟、硬體設施設備之輸出

內容建議。 
G. 動力系統輸出建議：包括如運送雨水所需之動力型式，如沈

水馬達、一般馬達及自然重力等方式設計等給予設計協助與

建議。 

H. 工程經費修訂建議：依據前述所設定之集水建築物，估算雨

水收集管線型式及長度、貯水槽容量、配水配置及整地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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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重新提供規劃方案之概略成本建議。 

2. 協助辦理「雨水貯集利用技術諮詢服務」專家說明會議 

    為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受理各地方政府提送之代辦/
補助雨水貯留系統設施申請作業與相關雨水貯留技術等諮詢服

務，服務團協助辦理經濟部水利署受理各地方政府及代辦/補助單

位提出之「雨水貯集利用技術諮詢服務」專家說明會議招開需求，

由服務團召集人交付「技術服務組」辦理進一步會議程序、時間、

地點等招開作業之進行；招開程序訂定後彙整交付經濟部水利署

承辦單位確認後舉辦。 

3. 輔導新申辦單位 

    主要針對提出欲申辦雨水貯留計畫之機關或學校，提供現地

輔導申辦流程與雨水貯留技術之諮詢輔導，結至 107 年 7 月 20
日，業已針對新辦單位包括台南市成功大學、高雄市中山大學、

金門縣金門大學及海水淡化廠、苗栗縣鶴岡國民中學；以及台中

市霧峰區光正國民小學、霧峰區公所、霧峰國民小學、四德國民

小學、草屯鎮碧峰國民小學，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等進行新申

辦單位現地輔導。輔導紀錄摘要如下。 

A. 金門大學校園： 

    本案 107 年 6 月 7 日 PM0130 進行現地協助申辦單位

諮詢服務，依據現況了解為因應金門地區極端氣候等水資源

匱乏影響，預計在校內配置雨水貯留利用，結合生態、自然

等，配合低衝擊開發技術進以規劃設計雨水貯留利用設施設

備，初步建議本案可供規劃內容，包括本區之地形特色，建

物形式以及與校園內各坡地、水池逕行整體串聯性規劃，後

續之基礎規劃及設計，本案聯絡人劉教授亦即在建築與雨水

等層面多有經驗與成就，服務團建議可就校內現況與需求，

研提相關雨水利用規劃與設計後，再進一步討論申請細項。 

B. 金門縣自來水廠海水淡化場(加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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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107 年 6 月 7 日 AM1000 進行現地協助申辦單位諮

詢服務，依據現況了解因配合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及海水淡

化場場區屋頂等新建工程，原預計加設雨水貯留利用等設施

設計，諮詢意見及後續建構雨水利用方式建議臚列如下： 

 本案屋頂加蓋區域面積約(28m*28m=784m2)，簡稱分區

1，花園平台區域面積約(17m*28m=476m2) 簡稱分區 2，
兩處皆可進行雨水收集利用收集區域。 

 本案分區 1 之加蓋工程建議可將雨水先導入分區 2，花園

平台收集後，直接供給該區花園澆灌。 

 分區 1 及分區 2 所收集之總雨水再導入廠區側邊空間，初

步建議可設計沿廠區圍牆邊配置數座雨水儲水塔(組合式

或其它設計桶槽皆可)，初估本區使用容量可高於 100m3，

以因應金門縣少雨及極端暴雨等特殊氣候因素。 

C. 苗栗縣鶴岡國民中學： 

    本案 107 年 7 月 4 日 AM1000 進行現地協助申辦單位

諮詢服務，依據現況了解配合該校建物修繕等工程，原預計

加設兩區雨水貯留利用等設施設計，諮詢意見及後續建構雨

水利用方式建議如下： 

 本案原區分為兩區，由操場(田徑場)及活動中心為活動

區，簡稱分區 1；以及由三棟三層樓教學大樓及中心草皮

組成的教學區，簡稱分區 2。兩區皆可進行雨水收集利用

收集區域。 

 本案分區 2 教學大樓屋頂因校舍老舊導致漏水嚴重、鋼筋

外露，已申請教育局補助修繕，本案原先欲結合屋頂修繕

工程及雨水收集利用工程，然而由於經費考量及分區 1
有較佳雨水貯留設計空間，故建議將此工程區分為兩期，

第一期先改建分區 1 活動中心屋頂雨水利用收集設計工

程，待工程完工及教學區屋頂修繕後，再進行第二期分區

2 的教學大樓屋頂雨水收集利用設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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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分區 1 之雨水收集利用工程建議可將雨水區分兩

路，一部分導入分區 1 的操場，直接供給該區草皮澆灌，

另一部分則導入分區 2 的廁所，以利沖廁使用。 

 分區 1 的活動中心部分屋頂為曲面型設計，初步建議可設

計平面屋頂配置數座雨水儲水塔(組合式或其它設計桶槽

皆可，預計配置 3~5 噸儲水塔)，並利用重力方式澆灌操

場草皮。 

4. 新申辦案件協助審議(詳見 3.2.6 節) 

持續協助辦理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審查各地方政府新提送

之雨水貯留系統設施申請及初審修訂意見，截至本案期末(107 年

11 月 20 日)止，已掌握瞭解本案新受理(107 年第四季新申請單位，

以下稱第二階段)共計 42 件(申請中)，由服務團委由主持人、組長

以及專家學者共同審議申請案件之計畫書內容，提供初審或修訂

意見。 

 

3.2.3 106 年暨 107 年案件追蹤與技術服務階段成果 

服務團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已完成之協助辦理 106 暨 107 年
度第一階段(第一季~第三季)經濟部水利署受理代辦/補助單位調查與

設計概要等進度、成效調查，依各縣市協辦機關分區分別說明如下： 

一、 第一階段各申辦單位案場分佈及件數調查 

1. 第一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宜蘭縣/市 9 件、基隆市 5 件、桃園市 3 件及新竹

市 4 件，合計 21 件，各縣市受理單位如下： 

A. 宜蘭縣/市：受理之單位包括地方稅務局、羅東鎮成功國小、

壯圍鄉公所、宜蘭市光復國小、蘇澳國中、蘇澳鎮公所、寒

溪國小、同樂國小，以及宜蘭市凱旋國小。 

B. 基隆市：受理之單位包括基隆市文化局、市立體育場-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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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暨游泳池、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武崙國小，以及

德和國小。 

C. 桃園市：受理之單位包括中壢區公所、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

安分隊及復旦國小。 

D. 新竹市：受理之單位包括新竹市政府、三民國中、培英國中，

以及光武國中。 

2. 第二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以新北市為主，原計有 34 件，其中 3 件撤案(撤案原因

補述如後)，合計 31 件申辦執行受理。各受理單位包括泰山區義

學國小、中和區自強國中、中和區自強國小、新店垃圾焚化廠、

三峽區民義國小、中和區景新國小、雙溪區雙溪國小、雙溪區泰

平市民活動中心、雙溪區梅竹蹊市民活動中心、雙溪區牡丹市民

活動中心、雙溪區魚行市民活動中心、雙溪區上林市民活動中心、

雙溪區長源市民活動中心、雙溪區共和市民活動中心、中和區光

復國小、瑞芳區瑞亭國小、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汐止區金

龍國小、淡水區新興國小、中和區中和高中、新莊區中平國中、

中和區秀山國小、瑞芳區瑞芳國小、樹林區樹林國小、板橋區板

橋國中、林口區佳林國中、瑞芳區九份國小、三重區三重國民小

學、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泰山區明志國

民小學、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金山區金

美國民小學；其中中和區自強國中、自強國小暫時撤案，經調查

該案為設計與施作監測設備/設施，因需以勞務費用等支付，且原

提報計畫書係載明設置監測儀器及委託分析監測數據(整體為勞

務採購)，本案計畫經費僅支應設備費用(財務採購)，故擬先撤案，

後續俟釐清後再行辦理；另外，板橋區板橋國中亦擬先撤案，經

調查因該案目前正辦理其他校內工程施工，後續工期因仍需配合

學校教學活動調整，無法精確掌握後續監測期程故撤案。 

3. 第三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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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統計包括有苗栗縣 5 件、台中市 11 件、南投縣 3 件、彰化縣

7 件、雲林縣 2 件及金門縣 3 件，原計 31 件，其中 1 件撤案，合

計 30 件申辦執行受理。各縣市受理單位如下： 

A. 苗栗縣：受理之單位包括造橋鄉龍昇國小、苑裡鎮山腳國

小、頭份市僑善國小、大湖鄉新開國小，以及獅潭鄉永興國

小。 

B. 台中市：受理之單位包括北屯區陳平國小、南區和平國小、

潭子區潭子國小、大里區大元國小、霧峰區復興國小、北屯

區三光國中、東勢區新盛國小、清水區吳厝國小、大甲區大

甲國中、大肚區大肚國小，以及中正地政事務所。 

C. 南投縣：受理之單位包括水里鄉成城國小、南投市嘉和國小

及名間鄉中山國小。 

D. 彰化縣：受理之單位包括員林地政事務所、鹿港地政事務

所、田中地政事務所、北斗地政事務所、和美地政事務所(擬
撤案)、田中鎮新民國小，以及芬園鄉文德國小。 

E. 雲林縣：受理之單位包括斗南鎮石龜國小及西螺鎮文興國

小。 

F. 金門縣：受理之單位包括金門日報社、金門縣消防局及國立

金門大學。 

4. 第四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嘉義縣 19 件、台南市 14 件、高雄市 3 件、屏東

縣 9 件及台東縣 1 件，原計 46 件，其中 2 件撤案，合計 44 件申

辦執行受理。各縣市受理單位如下： 

A. 嘉義縣：受理之單位包括嘉義縣環保局、水上鄉大崙國小、

中埔鄉和睦國小、鹿草鄉鹿草國小、大林鎮大林國小、水上

鄉成功國小、布袋鎮過溝國小、溪口鄉溪口國小、民雄鄉大

崎國小、溪口鄉柳溝國小、梅山鄉梅北國小、大林鎮三和國

小、太保市嘉新國中、水上鄉水上國中、民雄鄉三興國小、

番路鄉民和國小、溪口鄉柴林國小、布袋鎮布新國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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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B. 台南市：受理之單位包括南區大成國中、歸仁區紅瓦厝國

小、東區東光國小、官田區官田國小、南區安順國中、白河

區玉豐國小、七股區七股國小、柳營區柳營國小、七股區三

股國小、北區文賢國中、安南區青草國小(擬暫時撤案)、關

廟區關廟國小(擬暫時撤案)、北門區錦湖國小，以及國立成

功大學。 

C. 高雄市：受理之單位包括旗山區圓富國中及茂林區公所-員
工宿舍、茂林區公所-圖書館。 

D. 屏東縣：受理之單位包括東港鎮(東港國小)、滿州鄉(長樂國

小)、內埔鄉(育英國小)、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崁頂鄉

立幼兒園、崁頂鄉圖書館、崁頂鄉力社國小，以及獅子鄉草

埔國小、原住民文化會館。 

E. 台東縣：受理之單位包括台東市公所。 

5. 各協辦區域/縣市之申辦單位完工件數及屬性總整 

彙整上述四分區協辦成果，各案追蹤調查其執行進度與成果

統計，各分區申辦單位屬性如表 3- 2 所示：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

位：屬性計學校 11 件，機關 5 件。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該分區

申辦單位：屬性計學校 23 件，機關 8 件。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

位：屬性計學校 18 件，機關 6 件。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

位：屬性計學校 25 件，機關 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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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協辦機關各區申辦單位屬性分佈表(已完工件數分類) 

學校

(件)

機關

(件)

北區(北水局) 11 5

北區(北水特) 23 8

中區(中水局) 18 6

南區(南水局) 25 5

小計 77 24  

二、 各申辦單位案場調查統計表 

承上述各統計表調查方式及分析結果，服務團隊針對各縣市

各案逐週分別以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追蹤調查其執行進度(結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依照協辦單位之四分區(以下簡稱北水局、北

水特、中水局以及南水區)階段統計成果，已完成/執行中之各案統

計表詳列請參見如下各附表 1~附表 7(如附錄一所示)，各縣市執

行成效統計彙整如圖 3- 14~圖 3- 31 所列。 

3.2.4 106 年暨 107 年申辦案件雨水貯集配置成效推估 

為評估本計畫雨水貯集推動執行成效，服務團隊除持續進行雨水

貯留成效之申辦各案執行進度考核，並協助辦理 106 暨 107 年經濟部

水利署受理代辦/補助單位逐案配置成效調查，為了能更精確的掌握

各案之設計內容、施作進度、案例推動成效等，以及並同時辦理歷年

98~105 年相關案例成果追蹤之辦法，研擬各案追蹤查核之追蹤方式

與流程，以及追蹤執行成果調查等，俾利本案掌握各案進度成效，以

作為後續經濟部水利署計畫執行之改善參考依據。 

1. 第一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 21 件，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針對各縣市已

完工之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說明如下： 

A. 宜蘭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72 噸，

集雨面積總達 4,118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2,260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10,922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1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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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澆灌面積約 1,120 m2。 

B. 基隆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21 噸，集

雨面積總達 1,128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836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3,346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200 人/日，澆灌

面積約 266 m2。 

C. 桃園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64 噸，集

雨面積總達 1,300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817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2,502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00 人/日，澆灌

面積約 703m2。 

D. 新竹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43 噸，

集雨面積總達 2,904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774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5,589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20 人/日，

澆灌面積約 5,086 m2。 

2. 第二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 31 件，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針對已完工之

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新北市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502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9,396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5,704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51,535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4,089 人/日，澆灌面

積約 10,607 m2。 

3. 第三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 30 件，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針對各縣市已

完工之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說明如下： 

A. 苗栗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146 噸，

集雨面積總達 3,700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2,691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3,663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0 人/日，

澆灌面積約 2,450m2。 

B. 台中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179 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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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面積總達 9,907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6,743 噸，雨水

年潛勢量推估約 12,986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452 人/日，

澆灌面積約 22,701 m2。 

C. 南投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32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220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061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032 噸，目前無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

灌面積約 12,800 m2。 

D. 彰化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32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077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632 噸，雨水

年潛勢量推估約 2,088 噸，目前無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灌

面積約 1,455 m2。 

E. 雲林縣/市：預計 108 年才預計完工各案場，目前暫不納入

成效統計。 

F. 金門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6 噸，

集雨面積總達 273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87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193 噸，目前無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灌面積

約 60 m2。 

4. 第四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

追蹤統計包括有 44 件，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針對各縣市已

完工之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說明如下： 

A. 嘉義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118 噸，

集雨面積總達 7,787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3,561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11,360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39 人/日，

澆灌面積約 9,614 m2。 

B. 台南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447 噸，

集雨面積總達 5,353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5,144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10,344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715 人/日，

澆灌面積約 16,590 m2。 

C. 高雄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35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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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面積總達 764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253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1,660 噸，目前無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灌面

積約 210 m2。 

D. 屏東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35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447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025 噸，雨

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306 噸，目前無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

灌面積約 3,454 m2。 

E. 台東縣/市：已完工案件中，雨水貯留設施容量設計 10 噸，

集雨面積總達 228m2，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39 噸，雨水年

潛勢量推估約 330 噸，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300 人/日，目前

無澆灌面積。 

5. 各協辦區域/縣市之已完工之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總整 

彙整上述四分區協辦成果，各案追蹤調查其執行進度與成果

統計，各分區雨水貯集配置成效統計如下(可參考表 3- 3)，以及各

縣市雨水貯集成效直條圖統計如圖 3- 7~圖 3- 13：成效分佈圖如

圖 3- 32~圖 3- 35 所示。 

A.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位雨

水貯留設施： 

 容量設計 199 噸， 
 集雨面積總達 9,450m2， 
 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5,687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2,359 噸， 
 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993 人/日， 
 澆灌面積約 7,195 m2， 
 平均每噸執行費用約 31,378 元。 

B.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該分區申

辦單位雨水貯留設施： 

 容量設計 502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9,39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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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5,704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51,535 噸， 
 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4,089 人/日， 
 澆灌面積約 10,607 m2， 
 平均每噸執行費用約 34,907 元。 

C.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位雨

水貯留設施： 

 容量設計 394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6,176m2， 
 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1,214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0,961 噸， 
 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02 人/日， 
 澆灌面積約 39,466m2， 
 平均每噸執行費用約 32,563 元。 

D. 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該分區申辦單位雨

水貯留設施： 

 容量設計 644 噸， 
 集雨面積總達 15,578m2， 
 雨水年使用量推估約 10,122 噸， 
 雨水年潛勢量推估約 25,999 噸， 
 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554 人/日， 
 澆灌面積約 29,868 m2， 
 平均每噸執行費用約 51,375 元。 

表 3- 3 雨水貯留成效統計表-各分區雨水配置成效 

使用量

(噸/年)

設施容量

(噸)

潛勢量

(噸/年)

集雨面積

(m2)

沖廁

(人/日)

澆灌

(M2)

北區(北水局) 5,687 199 22,359 9,450 1,993 7,195

北區(北水特) 15,704 502 51,535 19,396 4,089 10,607

中區(中水局) 11,214 394 20,961 16,176 502 39,466

南區(南水局) 10,122 644 25,999 15,578 1,554 29,868

總量 42,726 1,739 120,855 60,600 8,139 8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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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各縣市雨水利用設施推廣申辦案件數量直條圖 

 

圖 3- 8 各縣市雨水利用設施儲存槽體配置容量直條圖 

 

圖 3- 9 各縣市雨水利用收集雨水面積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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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 各縣市雨水使用量推估成效直條圖 

 

圖 3- 11 各縣市雨水收集潛勢推估直條圖 

 

圖 3- 12 各縣市雨水利用每日沖廁人數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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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3 各縣市雨水利用澆灌面積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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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6 2/3 2,393 1,173 1,120 10,922 2,260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宜蘭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宜蘭市凱旋國小

150,000 
107/5/12
572 
213 
0
1,1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宜蘭縣寒溪國小

268,538 
107/2/6
2,271 
219 
40
3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宜蘭縣同樂國小

1,297,975 
107/4/13
1,488 
394 
292
1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宜蘭市光復國小

170,000 
107/1/31
916 
137 
0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地方稅務局

46,526 
106/12/7
3,329 
816 
382
8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壯圍鄉公所

98,000 
107/1/15
375 
75 
26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羅東鎮成功國小

52,000 
107/1/31
458 
118 
0
7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蘇澳鎮公所

0 
0
0 
0 
300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蘇澳國中

310,039 
107/3/5
1,514 
288 
433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4 宜蘭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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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 0/3 996 200 266 3,346 836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基隆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基隆市武崙國小

246,582 
107/6/22
297 
48 
0
8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基隆市德和國小

749,635 
107/8/16
3,050 
788 
200
186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基隆市文化局

0 
0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

0 
0
0 
0 
821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0 
0
0 
0 
257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5 基隆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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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2/2 1,025 100 723 2,502 817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桃園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

365,388 
107/10/1
1,636 
550 
0
673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壢區公所

648,000 
107/4/2
866 
267 
100
3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6 桃園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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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 1/1 1,921 520 5,086 5,589 1,774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新竹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新竹市三民國中

391,000 
107/3/26
1,819 
164 
0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新竹市政府

34,925 
107/2/27
1,145 
452 
520
9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新竹市光武國中

1,495,425 
107/10/19
2,625 
1,158 
0
4896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7 新竹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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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3/23 8/8 17,506 4,089 10,607 51,535 15,704
統計日期：

新北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執行年度：

淡水區新興國小

95,000 
106/12/25
210 
48 
0
44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林口區佳林國中

315,529 
107/05/15
748 
431 
0
5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226,279 
107/2/5
1,085 
329 
0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652,309 
107/7/31
1,373 
798 
304
5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858,690 
107/6/28
805 
376 
160
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922,613 
107/6/7
1,973 
684 
221
7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泰山區義學國小

1,963,758 
107/4/30
1,211 
785 
310
6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860,000 
107/6/30
796 
373 
0
638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新莊區中平國中

98,000 
106/12/30
1,450 
776 
0
1,02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和區光復國小

257,800 
106/12/25
981 
366 
630
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樹林區樹林國小

30,000 
106/12/10
919 
517 
193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執行年度：

三峽區民義國小

990,470 
107/2/28
2,951 
976 
202
9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8 新北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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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3/23 8/8 17,506 4,089 10,607 51,535 15,704
統計日期：

新北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執行年度：

汐止區金龍國小

163,030 
107/1/3
1,967 
422 
0
39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1,770,619 
107/11/14
13,866 
3,935 
0
3,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和區中和高中

98,695 
106/12/20
981 
165 
0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和區秀山國小

97,650 
107/2/10
1,700 
251 
0
2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長源市民活動中心

407,112 
107/4/7
561 
77 
25
1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瑞芳區瑞亭國小

232,619 
107/11/20
623 
164 
150
6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瑞芳區瑞芳國小

60,000 
106/12/14
932 
215 
137
4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瑞芳區九份國小

452,001 
107/7/26
2,373 
639 
200
3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933,000 
107/05/31
302 
117 
213
12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牡丹市民活動中心

271,408 
107/4/7
362 
91 
120
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和區景新國小

810,072 
107/3/24
2,943 
980 
583
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執行年度：

新店垃圾焚化廠

1,050,000 
107/07/25
3,843 
716 
71
2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19 新北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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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3/23 8/8 17,506 4,089 10,607 51,535 15,704
統計日期：

新北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執行年度：

雙溪區上林市民活動中心

271,408 
107/4/7
638 
105 
48
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937,983 
107/7/30
2,017 
466 
0
5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梅竹蹊市民活動中心

542,816 
107/4/7
668 
113 
50
1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雙溪國小

780,000 
107/2/8
1,486 
461 
282
8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魚行市民活動中心

678,520 
107/4/7
614 
140 
100
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共和市民活動中心

135,704 
107/4/7
552 
77 
30
1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雙溪區泰平市民活動中心

542,816 
107/4/7
605 
113 
60
1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0 新北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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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5 0/0 2,878 50 2,450 3,663 2,691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苗栗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苑裡鎮山腳國小

959,000 
107/07/25
2,970 
2,346 
0 
2,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大湖鄉新開國小

0 
0
0 
0 
50 
8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造橋鄉龍昇國小

959,000 
107/07/25
297 
178 
50 
3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獅潭鄉永興國小

0 
0
0 
0 
50 
1,5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頭份市僑善國小

960,000 
107/07/25
396 
167 
0 
1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1 苗栗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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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10 1/1 5,258 452 22,701 12,986 6,743
統計日期：

台中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大甲區大甲國中

900,000 
107/01/27
4,444 
2,810 
0 
5,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清水區吳厝國小

289,000 
106/12/25
390 
268 
0 
2,5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大肚區大肚國小

1,530,234 
107/04/02
1,310 
659 
0 
916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南區和平國小

99,600 
107/01/31
9 
5 
0 
14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北屯區陳平國小

768,000 
107/02/26
3,316 
1,862 
0 
2,847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潭子區潭子國小

303,325 
107/01/31
520 
263 
0 
8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中正地政事務所

95,000 
107/05/21
143 
39 
0 
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東勢區新盛國小

983,629 
107/03/13
409 
391 
452 
10,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北屯區三光國中

99,770 
106/12/30
520 
167 
0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大里區大元國小

91,500 
106/12/31
1,559 
164 
0 
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霧峰區復興國小

97,500 
106/12/25
367 
115 
0 
148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2 台中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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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 0/0 1,079 0 12,800 2,032 1,061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南投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南投市嘉和國小

99,000 
106/12/29
130 
68 
0 
1,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名間鄉中山國小

743,000 
107/03/30
1,616 
833 
0 
10,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水里鄉成城國小

236,853 
107/01/31
286 
160 
0 
1,8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3 南投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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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2 4/4 1,614 0 1,455 2,088 632
統計日期：

彰化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執行年度：

鹿港地政事務所

98,000 
106/12/22
227 
116 
0 
6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北斗地政事務所

60,000 
107/1/25
305 
127 
0 
35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芬園鄉文德國小

655,342 
107/07/12
360 
83 
0 
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田中地政事務所

95,000 
106/11/22
689 
115 
0 
7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田中鎮新民國小

607,623 
107/08/20
409 
156 
0 
33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員林地政事務所

98,450 
107/01/08
97 
35 
0 
12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4 彰化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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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 0/0 0 0 0 0 0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雲林縣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西螺鎮文興國小

0 
0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斗南鎮石龜國小

0 
0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5 雲林縣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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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1 1/2 95 0 60 193 87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2018/11/22

金門縣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金門縣消防局

0 
0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金門日報社

95,000 
107/2/27
193 
87 
0 
6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6 金門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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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10 1/1 1,915 539 9,614 11,360 3,561
統計日期：

嘉義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100,000 
107/07/18
683 
203 
0 
6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

346,809 
107/10/24
957 
275 
140 
119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100,000 
107/05/20
461 
265 
190 
4,19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100,000 
107/05/20
461 
265 
190 
4,19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49,900 
107/07/15
547 
190 
0 
5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444,000 
107/10/31
1,367 
424 
0 
8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161,896 
107/07/20
3,009 
740 
0 
1,3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417,000 
107/11/19
683 
235 
0 
4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100,000 
107/06/15
246 
76 
0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100,000 
107/05/08
1,915 
591 
49 
1,1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7 嘉義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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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2 0/0 2,002 715 16,590 10,344 5,144
統計日期：

台南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使用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905,579 
107/03/07
1,240 
978 
72 
5,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99,000 
106/12/08
905 
361 
198 
25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七股區(三股國小)

100,000 
106/11/25
614 
290 
177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南區(大成國中)

90,000 
106/12/14
242 
118 
0 
7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
100,000 
106/12/08
864 
387 
331 
4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國小)

99,000 
106/12/11
359 
127 
0 
1,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98,000 
106/12/8
1,337 
606 
243 
99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98,000 
106/11/27
576 
241 
0 
1,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220,000 
107/01/22
75 
103 
0 
5,6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98,000 
106/12/14
3,136 
1,219 
0 
2,3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94,200 
106/12/5
995 
715 
400 
1,0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8 台南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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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 0/2 1,200 0 210 1,660 253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高雄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0 
0
0 
0 
15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450,547 
107/04/16
684 
112 
0 
1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749,060 
107/08/10
976 
141 
0 
20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29 高雄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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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4 3/4 3,926 0 3,454 2,306 1,025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屏東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小)

867,757 
107/06/07
1,374 
566 
0 
1,256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崁頂鄉力社國小

0 
0
0 
0 
0 
25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314,010 
107/06/07
334 
192 
0 
1,256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崁頂鄉圖書館

862,738 
107/11/09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崁頂鄉立幼兒園

543,172 
107/11/09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698,881 
107/11/09
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執行年度：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小)

639,301 
107/06/07
597 
267 
0 
942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30 屏東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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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 1/1 898 300 0 330 139
統計日期：

使用量

(噸/年)

台東縣市 106~107年 雨水貯留推廣成效

2018/11/22

已核定

案件(件)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各縣市(已完工)案件執行成效評估

學校

(件)

機關

(件)

執行費

(千元)

沖廁

(人/日)

澆灌

(m²)

潛勢量

(噸/年)

執行年度：

台東市公所

898,025 
107/05/06
330 
139 
300 
0 

106~107年

(元)
(日)
(噸/年)
(噸/年)
(人/日)
(平方公尺)

單 位：

執行費：

完工日：

潛勢量：

使用量：

沖 廁：

澆 灌：

 

圖 3- 31 台東縣市雨水利用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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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件) 機關(件)

23 8 案場總件數: 118 件

完工|總數(件): 31 31 已完工件數: 101 件

執行中件數: 17 件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1 2 0 0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0 0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2 1 2 0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2 5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0 0 6 2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8 9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0 1 10 1

完工|總數(件): 1 3 完工|總數(件): 11 11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3 0 3 0

完工|總數(件): 3 5 完工|總數(件): 3 3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2 4 0 0

完工|總數(件): 6 6 完工|總數(件): 0 0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0 0 0 0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0 2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11 0 9 1

完工|總數(件): 11 12 完工|總數(件): 10 11

學校(件) 機關(件) 學校(件) 機關(件)

2 0 0 1

完工|總數(件): 2 5 完工|總數(件): 1 1

學校(件) 機關(件)

3 3

完工|總數(件): 6 8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高雄市 台東縣/市

屏東縣/市

連江縣 宜蘭縣/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北市

新竹縣/市 基隆市

金門縣 台中縣/市

苗栗縣/市 南投縣/市

彰化縣/市 花蓮縣/市

澎湖縣 雲林縣

各縣市申辦單位屬性統計

 

學校

(件)

機關

(件)

新北市 31 23/23 8/8

台北市 0 0/0 0/0

基隆市 5 2/2 0/3

宜蘭縣/市 9 6/6 2/3

桃園市 3 1/1 2/2

新竹縣/市 3 2/2 1/1

連江縣 0 0/0 0/0

苗栗縣/市 5 3/5 0/0

台中縣/市 11 10/10 1/1

南投縣/市 3 3/3 0/0

彰化縣/市 6 2/2 4/4

雲林縣 2 0/2 0/0

花蓮縣/市 0 0/0 0/0

金門縣 3 0/1 1/2

澎湖縣 0 0/0 0/0

嘉義縣/市 11 9/10 1/1

台南市 12 11/12 0/0

高雄市 5 2/3 0/2

屏東縣/市 8 3/4 3/4

台東縣/市 1 0/0 1/1

總計 118

目前(已完/未完)工案件
已核定

案件數(件)

 

圖 3- 32 各縣市申辦單位屬性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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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15,704 502 案場總件數: 118 件

完工|總數(件): 31 31 已完工件數: 101 件

執行中件數: 17 件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817 64 0 0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0 0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1,774 43 836 21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2 5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0 0 2,260 72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8 9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87 6 6,743 179

完工|總數(件): 1 3 完工|總數(件): 11 11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2,691 146 1,061 32

完工|總數(件): 3 5 完工|總數(件): 3 3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632 32 0 0

完工|總數(件): 6 6 完工|總數(件): 0 0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0 0 0 0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0 2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5,144 447 3,561 118

完工|總數(件): 11 12 完工|總數(件): 10 11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253 35 139 10

完工|總數(件): 2 5 完工|總數(件): 1 1

使用量(噸/年) 設施容量(噸)

1,025 35

完工|總數(件): 6 8

屏東縣

澎湖縣 雲林縣/市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高雄市 台東縣

金門縣 台中縣/市

苗栗縣 南投縣/市

彰化縣 花蓮縣/市

連江縣 宜蘭縣/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北市

新竹縣/市 基隆市

各縣市雨水貯水成效統計圖表

 

使用量

(噸/年)

設施容量

(噸)

新北市 15,704 502

台北市 0 0

基隆市 836 21

宜蘭縣/市 2,260 72

桃園市 817 64

新竹縣/市 1,774 43

連江縣 0 0

苗栗縣 2,691 146

台中縣/市 6,743 179

南投縣/市 1,061 32

彰化縣 632 32

雲林縣/市 0 0

花蓮縣/市 0 0

金門縣 87 6

澎湖縣 0 0

嘉義縣/市 3,561 118

台南市 5,144 447

高雄市 253 35

屏東縣 1,025 35

台東縣 139 10  

圖 3- 33 各縣市申辦單位配置成效-雨水使用量及設施容量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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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51,535 19,396 案場總件數: 118 件

完工|總數(件): 31 31 已完工件數: 101 件

執行中件數: 17 件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2,502 1,300 0 0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0 0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5,589 2,904 3,346 1,128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2 5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
2
)

0 0 10,922 4,118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8 9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
2
)

193 273 12,986 9,907

完工|總數(件): 1 3 完工|總數(件): 11 11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
2
)

3,663 3,700 2,032 1,220

完工|總數(件): 3 5 完工|總數(件): 3 3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
2
)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2,088 1,077 0 0

完工|總數(件): 6 6 完工|總數(件): 0 0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
2
)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0 0 0 0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0 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10,344 5,353 11,360 7,787

完工|總數(件): 11 12 完工|總數(件): 10 11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1,660 764 330 228

完工|總數(件): 2 5 完工|總數(件): 1 1

潛勢量(噸/年) 集雨面積(m2)

2,306 1,447

完工|總數(件): 6 8

屏東縣

澎湖縣 雲林縣/市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高雄市 台東縣

金門縣 台中縣/市

苗栗縣 南投縣/市

彰化縣 花蓮縣/市

連江縣 宜蘭縣/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北市

新竹縣/市 基隆市

各縣市雨水貯水潛勢統計圖表(80%收集率計)

 

潛勢量

(噸/年)

集雨面積

(m2)

新北市 51,535 19,396

台北市 0 0

基隆市 3,346 1,128

宜蘭縣/市 10,922 4,118

桃園市 2,502 1,300

新竹縣/市 5,589 2,904

連江縣 0 0

苗栗縣 3,663 3,700

台中縣/市 12,986 9,907

南投縣/市 2,032 1,220

彰化縣 2,088 1,077

雲林縣/市 0 0

花蓮縣/市 0 0

金門縣 193 273

澎湖縣 0 0

嘉義縣/市 11,360 7,787

台南市 10,344 5,353

高雄市 1,660 764

屏東縣 2,306 1,447

台東縣 330 228  

圖 3- 34 各縣市申辦單位配置成效-雨水潛勢量及集雨面積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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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廁(人/日) 澆灌(M2)

4,089 10,607 案場總件數: 118 件

完工|總數(件): 31 31 已完工件數: 101 件

執行中件數: 17 件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100 723 0 0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0 0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520 5,086 200 266

完工|總數(件): 3 3 完工|總數(件): 2 5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0 1,173 1,120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8 9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60 452 22,701

完工|總數(件): 1 3 完工|總數(件): 11 11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50 2,450 0 12,800

完工|總數(件): 3 5 完工|總數(件): 3 3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1,455 0 0

完工|總數(件): 6 6 完工|總數(件): 0 0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0 0 0

完工|總數(件): 0 0 完工|總數(件): 0 2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715 16,590 539 9,614

完工|總數(件): 11 12 完工|總數(件): 10 11

沖廁(人/日) 澆灌(M2)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210 300 0

完工|總數(件): 2 5 完工|總數(件): 1 1

沖廁(人/日) 澆灌(M2)

0 3,454

完工|總數(件): 6 8

連江縣 宜蘭縣/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北市

新竹縣/市 基隆市

金門縣 台中縣/市

苗栗縣 南投縣/市

彰化縣 花蓮縣/市

屏東縣

澎湖縣 雲林縣/市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高雄市 台東縣

各縣市雨水利用標的統計

 

沖廁

(人/日)

澆灌

(M2)

新北市 4,089 10,607

台北市 0 0

基隆市 200 266

宜蘭縣/市 1,173 1,120

桃園市 100 723

新竹縣/市 520 5,086

連江縣 0 0

苗栗縣 50 2,450

台中縣/市 452 22,701

南投縣/市 0 12,800

彰化縣 0 1,455

雲林縣/市 0 0

花蓮縣/市 0 0

金門縣 0 60

澎湖縣 0 0

嘉義縣/市 539 9,614

台南市 715 16,590

高雄市 0 210

屏東縣 0 3,454

台東縣 300 0  

圖 3- 35 各縣市申辦單位配置成效-沖廁受益人數及澆灌面積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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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6 98~104 年各縣市申辦單位位置與成效推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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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98~104 年歷年雨水貯留計畫成果調查 

本節協助調查 98~104年經濟部水利署已完成之各年代辦/補助之

雨水貯留計畫單位成效，擬定進行歷年度案件的執行狀況書面資料以

及電話追蹤等方式查核，旨在追蹤瞭解各申辦單位雨水貯留系統運轉

狀態是否正常，並協助水利署檢視申辦情形、現況與成效，最後提出

成果並分析效益，上傳至「資訊管理小組」整合展示。 

一、 目前資料蒐集 98~104 年間已接受辦理並完成之單位計 46 處，

包括： 

A. 受理申辦年度 98 年：基隆海洋大學、臺北科技大學、高雄

中山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等 4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

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 

B. 受理申辦年度 99 年：宜蘭縣大里國小、新竹縣瑞峰國小、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高雄市中正國小

等 5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節水教

育宣導媒體設施，以及雨水貯留利用展示教材等。 

C. 受理申辦年度 100 年：新北市政府及連江縣政府等 2 單位，

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雨水貯留教育宣導暨用水設施、雨水貯

留設施現第觀測建置作業。 

D. 受理申辦年度 101 年：苗栗縣大倫國中、林森國小、文山國

小及大坪國小；澎湖縣馬公國中及龍門遊客中心暨海濱度假

村等 6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

節水教育宣導設施、雨、中水利用系統。 

E. 受理申辦年度 102 年：新北市正德國中、明志國中、麗園國

小、和美國小、北新國小、埔墘國小、瑞柑國小、屯山國小；

苗栗縣林森國小及中興國小；澎湖縣政府及國立科學工藝館

等 12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節水

教育宣導媒體設施及雨水貯留利用展示教材等。 

F. 受理申辦年度 103 年：連江縣自來水廠、連江縣政府、金門

縣烏坵鄉公所、新北市(龜山、福連、大埔國小、土城國中)、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82 
 

苗栗縣建功國小、宜蘭縣(憲明國小、慈心華德福國中小、

蘇澳國中) 、台南市玉井國小、嘉義縣大埔鄉公所等計 13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節水教育宣

導媒體設施及雨水貯留利用展示教材等。 

G. 受理申辦年度 104 年：台南市山上國中、佳里國中、楠西國

小及紀安國小等 4 單位，補助項目主要為設置雨水貯留利用

設施、節水教育宣導媒體設施及雨水貯留利用展示教材等。 

1.各年度申請單位申辦資料。
2.各單位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
3.運轉情形及現況說明。
4.其他需輔導項目。

1.各年度各單位設計圖說、補助金額
2.各單位改善前/後報告資料。
3.各單位各年度受理其它案件情形。

申辦受理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1.系統設定及運轉排程現況。
2.維護管理情形、操作情形、各項設
施設定情形等，以及現況遭遇問題提
出說明。

申辦受理單位、服務團進行調查

1.確認各單位申辦項目。
2.評估、確認願轉情形及改善貯留成效。
3.以填表回傳、電話諮詢進行系統使用調查。
4.檢討及分析成效。

服務團

提出調查、分析結果並將成果轉送經
濟部水利署及服務團資訊管理組整合

上傳

經濟部水利署、服務團

各年度案例運轉現況及成效追蹤

 

圖 3- 37 98~104 年申辦案例受理單位成效追蹤考核流程 

二、  98~104 年雨水貯留申辦案件追蹤調查成果 

為瞭解執行成效與提升改善品質，故辦理經濟部水利署

98~105年度各年度雨水貯留利用計畫之追蹤考核調查及其成效



第三章、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 

成立與申辦案件推動進度 

 83 

分析。擬定之調查辦法將除了收集現有各單位報告資料，將主

要以透過電話諮詢以及導引填報方式(由執行團隊人員各案相

關資料填寫追蹤)，了解歷年申辦單位對於水利署代辦/補助計畫

之申請作業的方便性、申辦內容的執行成效等，亦可藉此提供

檢核計畫執行缺失與可改善空間，進而作為往後年度計畫執行

修正之參考，以修訂本計畫之程序控管與執行品質，成效追蹤

及考核流程預擬如圖3- 37所示；各案追蹤查核成果彙整如圖3- 
36所示。 

三、 綜整 98~104 年間雨水貯集利用推動成效 

A. 受理申辦年度 98 年：國立基隆海洋大學、臺北科技大學、

高雄中山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等 4 單位(屏東科技大

學尚未取得資料，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僅推動節水設施)，
委辦/補助經費約 6,850 千元，集雨面積達 3,597 平方公尺，

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193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3,334 平方公

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65 噸。 

B. 受理申辦年度 99 年：宜蘭縣大里國小、新竹縣瑞峰國小、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高雄市中正國小

(未同意取得資料)等 5 單位，委辦/補助經費約 6,204 千元，

集雨面積達 1,670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630 人/日，

雨水澆灌面積 700 平方公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73 噸。 

C. 受理申辦年度 100 年：新北市政府及連江縣政府(未同意取

得資料)等 2 單位，委辦/補助經費約 4,452 千元，集雨面積

達 850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550 人/日，雨水澆灌

面積 500 平方公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20 噸。 

D. 受理申辦年度 101 年：苗栗縣大倫國中、林森國小、文山國

小及大坪國小；澎湖縣馬公國中及龍門遊客中心暨海濱度假

村等 6單位，委辦/補助經費約 11,125千元，集雨面積達 3,795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461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1,250 平方公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119 噸。 

E. 受理申辦年度 102 年：新北市正德國中、明志國中、麗園國

小、和美國小、北新國小、埔墘國小、瑞柑國小、屯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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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林森國小及中興國小；澎湖縣政府(經查無施作雨水

利用項目，待確認)及國立科學工藝館等 12 單位，委辦/補助

經費約 3,898 千元，集雨面積達 20,079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

受益人數 6,185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4,673 平方公尺，雨水

貯存槽容量 6,622 噸。 

F. 受理申辦年度 103 年：連江縣自來水廠(未同意取得資料)、
連江縣政府、金門縣烏坵鄉公所、新北市(龜山、福連、大

埔國小、土城國中)、苗栗縣建功國小、宜蘭縣(憲明國小、

慈心華德福國中小、蘇澳國中) 、台南市玉井國小、嘉義縣

大埔鄉公所等計 13 單位，委辦/補助經費約 6,524 千元，集

雨面積達 22,565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1,640 人/日，

雨水澆灌面積 4,253 平方公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282 噸。 

G. 受理申辦年度 104 年：台南市山上國中(未取得資料)、佳里

國中、楠西國小及紀安國小等 4 單位，委辦/補助經費約 2,605
千元，集雨面積達 1,236 平方公尺，雨水沖廁受益人數 650
人/日，雨水澆灌面積 200 平方公尺，雨水貯存槽容量 78 噸。 

 

3.2.6  協助辦理新申辦單位審議等督導作業及後續委託服務 

本計畫持續依經濟部水利署規定之階段期程，協助辦理相關新申

請之代辦/補助單位之計畫書審議、督導等作業，並將持續協助已申

辦案件技術諮詢，以及電話逐案追蹤諮詢各單位辦理各項規劃、設

計、發包、工程施作等各階段作業，服務團將配合整理各單位申請進

度資訊，定期回傳經濟部水利署以利統整或後續工作之遂行。服務團

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已完成第四季新申辦案件數計畫書收集彙整

統計約計 42 件，並完成交付服務團委員等審議新申辦案件計畫書執

行內容，提供修訂建議。 

一、 第一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追蹤

統計包括有基隆市 4 件、宜蘭縣市 1 件、桃園市 3 件，合計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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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追蹤

統計包括有新北市 9 件，以及台北市 2 件，合計 11 件。 

三、 第三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追蹤

統計包括有苗栗縣 1 件、南投縣 4 件、雲林縣 3 件，以及彰化縣 3 件，

合計 11 件。 

四、 第四區分類-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受理案件執行代辦/補助之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案件數追蹤

統計包括有嘉義縣 2 件、台南縣市 1 件，以及高雄市 11 件，合計 14
件。 

3.3 監測系統設計規劃與建置  

本團隊監測規劃擬定將以前述第一階段代辦/補助之 118 件已受

理之申辦單位，藉由服務團進一步透過各單位書面資料，並配合現地

調查後，評估遴選 10 案例，並由經濟部水利署決議後，進行雨水貯

留設施配置系統成效量化數據監測分析示範區。規劃將雨水貯留系統

導入控制與數據收集系統(Web Server)架構，系統能自動收集雨水使

用量，數據收集系統提供網路服務方式讓監控設備或分析中心能透過

網路存取數據，進行日後成效分析與評估。 

3.3.1 監測案例遴選方式 

由服務團針對本年度 118 件申辦案(件數以 107 年 7 月 20 日前所

受理之案件，列入主要評選對象)，藉由前述之基本資料調查、施作

進度調查等各項資訊彙整其成果，擬定監測系統評選辦法；主要為能

有效達到評估雨水利用效益為主。本計畫配合之評選辦法擬訂為： 

A. 單位意願及配合程度：本項主要考量監測配置安裝受理單位

接受意願，及後續安裝配合等程度；主要仍以意願、配合度

高者為考量之對象。 

B. 雨水利用內容完整性：本項主要考量受理單位之雨水貯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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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計之完整性，包括如集水過程、輸水過程、蓄水過程，

以及供水過程等，各步驟之規劃完整性。 

C. 其它可供環境教育之計畫成果：本項主要考量申辦單位示範

計畫推廣之可能性，以校內已有相關之節能、節水、雨水利

用、基地保水等相關推動實例，較能輔以加成推動功效。 

D. 監測系統施作難易度：本項考量主要評估其雨水貯集施作工

程中管線加裝監測系統之容易性；已設置或預留加裝位置，

包括如配管銜接位置、配管位置單純、雨水桶槽預留口處

等，應可優先遴選。 

E. 雨水利用標的：本項主要評估受理單位之雨水貯留規劃設計

之利用標的，沖廁用水標的屬經常性用水，需求及替代自來

水量高於澆灌用水標的，故利用效益較大。 

F. 區域分佈：本項評分主要依據申請單位之地理位置，考量本

次監測位置能均部分散，將以整體綜整所有已調查之位置

後，評估北、中、南等區域各地均有至少一處施作之可能性。 

3.3.2 監測示範案場確立及規劃 

    經服務團藉由前一節六點評選考量，本節將遴選出預選示範案場

總計 10 處，預選每階段過程中呈交經濟部水利署討論，由服務團召

集人及組長協助會報受理單位初步規劃監測評選地點及初步規劃內

容結果，進行決議後開始監測工程規劃施作。案件追蹤現地查核及遴

選過程說明如下小節。 

一、 案場現地查核與後續示範施作建議 

現地調查案場對象之行程與團隊安排，將由經濟部水利署、協辦

單位(四分區)以及服務團隊(以下共同簡稱「雨水推廣服務團隊」)，
配合已受理並完工之單位承辦人員、承包廠商等，進行現地評估調

查，整體過程中亦可配合各單位驗收查核，並由「雨水推廣服務團隊」

評估申辦案件施作成果，提供修訂、維護等諮詢服務。 

鑒於本年度 118 案件數多，初步篩選欲調查之單位，將依據計畫

期間各申辦單位配合提供之規劃、設計資料之完整性、請領經費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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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計比例、案場所在位置，以及往復電話諮詢結果瞭解之案場完整

性等，並可配合「雨水推廣服務團隊」訪查時間者，作為本案現地查

核主要對象(案場之各項完整性與設計概念，以及服務團現地審視後

之完整各案報告，可參考附錄一、附錄二所列)。 

二、 監測示範地點評估結果 

承上節之成果，由案場現地查核與示範點評估，本計畫監測示範

施作地點遴選建議，及透過與水利署討論協商後，研擬供監測設施詩

作地點臚列以下說明： 

1. 第一區-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列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遴選結果包括宜蘭縣寒溪國民

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宜蘭同樂國小，其審核結果說明如下： 

A. 基隆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仍在執行中)：  

本案觀察分區 1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4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

費仍需評估考量。然而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案場仍在

施作規劃中，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尚區未明瞭，雖然該業管

單位(體育場)願配合度意願極高，但鑒於後續監測時間及本案

期程建議限制，暫不列為本案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B.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仍在執行中)： 

本案場因館區今年度(107 年)年底尚有館內建築物補強作

業等工程預進行(預計施作至明年中旬)，於本計畫監測示範設

計時間上可能會有延遲設計或施作之可能，然本案場以先預計

規劃有監測設備，未來亦可提供作本計畫監測數據之參考，或

可於監測設計時本團隊配合該案場共同實施。 

因此，案場仍在施作規劃中，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尚區

未明瞭，且鑒於後續監測時間及本案期程建議限制，暫不列為

本案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C. 宜蘭縣同樂國民小學(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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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場觀察分區 1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2 吋管徑，可為預設計之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而分區 2 因與

井水等儲存設施合併，且輸水管線配置較複雜，暫不列入監測

觀察對象。且該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高，再者配置規劃流程、

動向明確，建議可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D. 宜蘭縣寒溪國民小學(已完工)： 

本案觀察分區 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可為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分區 1 因僅用於

澆灌設計，相關之監測設計在其他案例中已包括，顧分區 1 暫

不列入監測觀察對象。 

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充足，流程簡易

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且多項雨水規劃流

程與設計均為自主性，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執行中)： 

本案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雖供水管線集中，然設計約

4 吋管徑，且整案場仍在施作停工中(為配合另案-屋頂改善工

程)，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仍

需進一步評估，且因施作工程復工時間未定(調查時間 107 年 5
月 30 日)，因此不列入監測位置考量。 

F.  宜蘭縣蘇澳國民中學(已完工) ：  

本案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2 吋管徑，可為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施作，然而個

案雖完整，但與其他案件多相似處，建議僅列為備取後續監測

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G.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已完工)：  

本案場在雨水利用動向規劃上，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單純

且簡易，適合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雖本案已初步

架流量計等監測設施，但本團隊於第二次調查時(107 年 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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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體評估其監控設備可再加強輔助提供本團隊監控示範地

點利用，唯須再由團隊另設置電子監測水錶等監測儀器，進可

作為與原有水位、流量計等對照使用，更可藉此提供給資訊平

台使用，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申辦單位多項雨

水規劃流程與設計為延續且自主性，且雨水貯留設計方式新穎

並成效顯著，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2. 第二區-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本分區列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遴選結果包括正取林口佳林國

民中學，新北市景新國民小學、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則列

為備取地點，其審核結果說明如下： 

A. 新北市景新國民小學(已完工)：  

本案場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較大(約 4 吋管徑)，如後續

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仍需進一步評

估。然而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上方監測設備施作

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意願配合度高，整體之規劃設計完整，

輸水管線雖較複雜，但設計方式在目前案例中較少見(採屋頂下

方直接 FRP 水槽設計)，建議仍可作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備

取對象。 

B. 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已完工)： 

本案場之雨水流量因五處雨水供水管線規劃明顯(約 1吋管

徑)，適合設計監測示範地點，然而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

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及地點仍需另提經費申請，以完整本

案場之雨水利用效能評估。 

整體而言，依兩次現地調查了解，雖然上方監測設備施作

位置空間足夠，代辦單位配合度高，但鑒於後續監測時間及本

案期程建議限制，且本團隊已協助該案另提監測計畫申請(已通

過)，故暫不列為本案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C.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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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

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

高，然雨水收集桶槽容量較小，且已有相關之案場設計供示範，

再者僅利用在案場小區域澆灌使用，因此暫不建議列入後續監

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D. 林口佳林國民中學(已完工)： 

本案觀察分區 1(B 棟)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單純，設計僅

約 1 吋管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置簡易施作，並

且本案場量體設計較大，約設計 3 噸 X4 組，約 12 噸供雨水利

用。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流程

簡易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校內歷年易有

多項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再加上本案場多項雨水規劃流程與設

計為延續且自主性，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已完工)： 

本案觀察雨水流量配管因供水管線單純，設計僅約 2 吋管

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置簡易施作，並且本案場

量體設計較大，約設計 5 噸 X4 組，約 20 噸供雨水利用，集水

面積為體育場屋頂約為 1,000 ㎡收集雨水，雨水來源區域單純。

因此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業管

單位願配合度意願高，再者本案場雨水利用標的廣泛(包括沖

廁、澆灌、舟隻洗滌以及牆面噴霧降溫等)，建議列為監測示範

地點備取對象。 

F.  新北市雙溪區市民活動中心五處(已完工)： 

本案觀察對象為前述五處活動中心，包括共和、長源、牡

丹、魚行，以及上林活動中心等之雨水貯留配置設計，然五處

申辦案件有未盡之處須共同修繕，且某些申辦點雨水管線與自

來水管線區段混淆(如牡丹活動中心)，已強烈要求雙溪區公所

宜應重新檢視管線架設方式是否有誤，不應沖廁用水與洗手台

用水相混淆使用。再者系統抽排水設施設置於雨水桶槽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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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沉水式設計，然而本類型(PP 組合桶)不適於經常拆裝，如未

來需維修泵浦，容易對本類型桶槽拆解造成長期性損害，甚至

歷久後易造成漏水現象。因此，暫不列入後續監測示範點建議

位置。 

3. 第三區-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列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遴選結果包括苗栗縣龍昇國民

小學，其審核結果說明如下： 

A. 苗栗縣龍昇國民小學(已完工)： 

本案場之雨水供水管線規劃明顯(約 2 吋管徑)，適合後續

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之施作，且本案例為利用混凝土設

計成地下型雨水貯留槽，目前此案例較少，雖然在溢流設計上

未盡完善，但在教育意義上及案場示範均已有成效；此外，本

團隊於第二次調查時(107 年 7 月 18 日)，整體評估其監控設備

架設位置，管線安排等，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施作場

址單純，建議可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B. 苗栗縣僑善國民小學(已完工)： 

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

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

高，然雨水收集僅利用在案場小區域澆灌使用及生態池補充用

水應用，相關之案場設計雷同處許多，再者截用筏基雨水並僅

用約 2 噸儲存槽體儲存，容量設計仍須再評估，因此暫不建議

列入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C. 台中市大甲國中(已完工)： 

本案觀察分區 1(體育館和育樂館)之雨水收集面積區域

大，且輸水管線配置供水管線單純，設計約 2~3 吋管徑，適合

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置施作，並且本案場量體設計較

大，約設計 3 噸 X(6+3)組，約 27 噸可供雨水利用。整體而言，

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雨水收集面積大，流

程簡易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校內歷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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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項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D. 台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已完工)： 

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

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

高，然雨水收集桶槽容量較小，僅適用在該校魚菜共生與澆灌

使用，且分區 1 生態池使用上並未時常開放使用，因此暫不建

議列入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 金門縣消防局(執行中)： 

本案觀察規劃時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分散配置，且設計約

3~4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

與經費仍需評估考量。然而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案場

仍在施作規劃中，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尚區未明瞭，雖然該

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但鑒於後續監測時間及本案期程

建議限制，暫不列為本案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4. 第四區-協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本分區列為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遴選結果包括正取台南錦湖國

小，台南市大成國民中學為備取單位，其審核結果說明如下： 

A. 台南市安順國民中學(已完工)：  

初步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3.5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

經費仍需進一步評估，且本案僅利用在雨水澆灌作業，已有相

關之案場示範，效益情況仍須再考量，因此暫不列入後續監測

觀察對象。 

B. 台南市文賢國民中學 (已完工)： 

本案場之雨水流量，因目標物收集面積不大(僅為 57 ㎡)，
收集效益情況並不顯著，且沿用即有之地下自來水儲存槽，雖

已暫時截斷自來水補水改用手動機制，但操作流程等並未明細

規定且難避免日後不再使用，因此暫不列入後續監測觀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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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南市大成國民中學 (已完工)： 

本案觀察雨水流量因僅供澆灌佈線水管單純，直接設計在

澆灌佈線區域內，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

儀器位置簡易施作；此外，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監測設

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高，雖然

北區已有相關之案場設計供示範，南區建議可多規劃一處做為

示範地點，建議可列為監測示範地點備取對象。 

D. 台南市錦湖國小(已完工)： 

本案觀察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單純，設計僅約 2~3 吋管

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置簡易施作，並且本案場

量體設計較大，約設計 5 噸 X9 組，約 45 噸供雨水利用，且沿

用即有水池、設備加以利用。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

除了位置空間充足，流程簡易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

意願極高，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G. 嘉義縣過溝國小(已完工)： 

本案觀察分區 2(幼稚園廁所)之雨水流量因沖廁供水管線

單純，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置

簡易施作。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

流程簡易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校內歷年

易有多項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再加上本案場多項雨水規劃流程

與設計為延續且自主性，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H. 台南市七股國小(已完工)： 

本案觀察雨水桶槽 6噸(2座 3噸)之雨水流量因澆灌供水管

線單純，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

置簡易施作，再者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流

程簡易易懂，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極高，校內歷年易有多項

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再加上本案場多項雨水規劃流程與設計為

延續且自主性，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I. 台南市官田國小(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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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觀察雨水桶槽 8噸(4座 2噸)之雨水流量因澆灌供水管

線單純，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可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位

置簡易施作，此外未來另可結合既有同樣雨水桶槽 8 噸(4 座 2
噸)之雨水桶槽聯合運作，收集量充裕。再者本案場監測設備施

作除了位置空間充足，流程簡易易懂，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

極高，校內歷年易有多項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再加上本案場多

項雨水規劃流程與設計為延續且自主性，建議列為監測示範地

點選擇對象。 

5. 本研究綜整上述決議示範對象，各示範地點供水標的，評選說

明及最後決議臚列下表 3- 4 所示。 

表 3- 4 監測示範地點決議對象及結果 

協辦 

機關 

示範單位 

決議對象 

雨水 

供水標的 

評選 

說明 

決議 

結果 

北區

水資

源局 

基隆市暖暖運動公園 沖廁、澆灌 仍在施工 -- 

基隆體育館暨游泳池 沖廁、澆灌 仍在施工 -- 

宜蘭縣寒溪國民小學 沖廁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完整且

簡易，且案場監測位置施作

容易 

正取 

宜蘭縣同樂國民小學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完整，

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沖廁 截至 107 年 10 月仍在施工 -- 

宜蘭縣蘇澳國民中學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尚屬完

整，案場監測位置施作較不

容易 

備取 

宜蘭市凱旋國小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備取 

水源

特定

區管

新北市景新國民小學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完整，

但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容

易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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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 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 澆灌 截至 107 年 10 月仍在施工 --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備取 

新北市林口佳林國民中

學 

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僅用在

澆灌，但有其它多處(非本

案)雨水利用案場供參訪，且

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

小學 

沖 廁 、 洗

滌、噴霧降

溫 

意願程度高、設施尚屬完

整，案場監測位置施作較不

容易 

備取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市民

活動中心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 

新北市雙溪區長源市民

活動中心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市民

活動中心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規劃尚屬

完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

易 

-- 

新北市雙溪區魚行市民

活動中心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規劃尚屬

完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

易 

--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市民

活動中心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規劃尚屬

完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

易 

--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且有相關之監測體系(節

能監測)，此外案場監測位置

施作也容易 

正取 

中區

水資

源局 

苗栗縣龍昇國民小學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苗栗縣僑善國民小學 澆灌、生態

池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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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大甲國中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台中市吳厝國小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易 

-- 

金門縣消防局 沖廁、澆灌 截至 107 年 10 月仍在施工 -- 

南區

水資

源局 

嘉義縣過溝國小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且有其它多處(非本案)雨

水利用案場供參訪，再者案

場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台南市安順國民中學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易 

-- 

台南市文賢國民中學 澆灌(操場)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易 

-- 

台南市七股國小 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雖僅設澆灌用水標的，

但有其它多處(非本案)雨水

利用案場供參訪，再者案場

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台南市官田國小 澆灌 (農作

物)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完

備，雖僅設澆灌用水標的，

但有其它多處配合的雨水

利用案場供參訪，再者案場

監測位置施作容易 

正取 

台南市大成國民中學 澆灌 意願程度高、設施僅用在澆

灌，案場監測位置施作不易 

-- 

台南市錦湖國民小學 沖廁、澆灌 意願程度極高、設施規劃相

當完備，案場監測位置施作

容易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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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監測系統規劃設計與施作 

    針對前一節已完成之預選監測系統示範地點單位遴選決選之 10
個案場單位，後續將進行第二次等地點詳細監測位置規劃與施作。監

測規劃重點及設施配置成果如下所述。 

一、 規劃方式說明 

1.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包含之設施 

整體系統設施對象包括集水區域、導管系統、初期雨水處理

系統、雨水處理系統及貯水設施等。系統組成之項目包括： 

A. 控制與數據收集系統組成：包括有感測器、控制器、網

路閘道器、數據收集伺服器。 

B. 系統規劃初擬如下：控制器將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的雨水

與自來水使用量透過感測器進行收集處理並透過 NB-IoT
網路閘道器回傳到數據收集伺服器以利後台進行監控、

分析。 

2. 監測系統佈設說明 

鑒於 10 處申辦單位現地之規劃設計成果可能為學校空地處，

屬於開放區域，需同時考量學生、民眾等安全、佈線隱密以及日

後維修便利等因素，相關之設施、設備將安置於架設在基地角落

不顯眼處。 

此外，由於監測系統目的為瞭解申辦單位設置雨水貯留系統

對雨水貯留之效益，包括貯留雨水量及單位實際使用量等實際數

據，另需考量各單位貯水、配水等設施配置位置，以及補充水、

雨水注入口、供水等管線設計均因地而易，本團隊將針對各單位

區域特性及審議完成設計圖說成果，進行後續監測設備之監測位

置佈設規劃與配置。 

3. 監測系統邏輯架構 

組成及功能面簡圖如下，控制系統及數據收集伺服器規格、

功能於後續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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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8 監測系統架構圖 

A. 感測器-感知與統計雨水與自來水的使用流量。 
 流量計型號範例 (多重噴嘴電子水量計，如圖 3- 39) 

 

 

圖 3- 39 流量計範例 

 水錶設備建置範例(如圖 3- 40) 

B. 控制器-控制器透過介面，採集雨水與自來水的使用流

量，並針對現場數據進行預處理及對現場設備進行必要

之控制。 

C. 網路閘道器-控制器透過網路閘道器定時將雨水與自來

水的使用流量及相關現場數據經由 NB-IoT 網路，傳送至

IoT Platform，提供即時資料。具備現場數據紀錄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而不用再

處理惱人的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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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0 水錶裝設示範例 

D. 數據收集伺服器-對 IoT Platform 讀取雨水與自來水使用

流量的資訊，並提供監控、查詢等功能(示意圖如圖 3- 
41)。具有以下之功能：顯示雨水及自來水使用流量數據、

可查詢指定日期顯示歷史使用流量，以及提供趨勢圖表

以利分析。 

 

圖 3- 41 數據收集伺服器建構範例 

4. 系統特色及控制系統架構 

A. 快速建立NB-IoT網路應用：網路閘道器可自動建立NB-IoT
網路連線，並主動進行連線管理，當連線異常時，可主動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100 
 

完成重建網路，解決通訊網路中令人頭痛的連線問題。 

B. 主動資料回傳：主動資料回傳的機制，可設定定時回傳及

事件觸發方式，不像傳統的輪詢方式，可有效提高多站資

料傳遞的效率，也降低主控端（PC）的負擔，徹底解決即

時資料通訊的效能問題。 

C. 具備系統擴充性：系統中，透過具備多重通訊協議之可程

式化控制器，使用者可輕易進行系統之擴充，界接各式不

同介面之感測器與 IO 模組，預留未來系統之擴充及與其他

各式設備連接之能力。 

D. 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自適應網頁設

計，以數據顯示或百分比方式，以及彈性的畫面設計，在

不同解析度下自動改變網頁頁面的佈局排版，讓不同的監

測設備都可以正常瀏覽同一網站，提供最佳的視覺體驗。 

E. 行動裝置存取能力：使用者可透過手機、平版等行動裝置

（包含 Windows、Android、Ios 等作業系統），於遠端進行

即時資訊監控，另可提供 Android APP 讓使用者自行下載，

同時伺服器介面更新時，使用者不需重新更新 APP，APP
可動態顯示最新之介面與軟體功能。 

5. 各案水表裝設說明 

透過前一節服務團多次現地評估及案場設施施作了解，預擬

10 處案場之水表裝設數量及位置，提供接續之實際案場施作依

據。水表裝設大小及功能位置如表 3- 5 所列。 

表 3- 5 監測示範地點水表安裝說明 

編號 示範案場名稱 縣市
集雨面積

平方公尺

貯留槽容量

噸
用水標的 雨水錶 用水錶 自來水錶 溢流錶

1 宜蘭縣寒溪國小 宜蘭縣市 600 6 公廁+澆灌 1" 3/4" 無

2 林口區佳林國中 新北市 586 24 澆灌 1/2" 無

3 中壢區公所 桃園市 450 30 公廁+澆灌 2" 無

4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 300 8 公廁+澆灌 1" 1" 無

5 大甲區大甲國中 台中市 3,420 27 公廁+澆灌 2" 無

6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台南市 900 45 公廁+澆灌 2" 無

7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嘉義縣 1,092 6 公廁+澆灌 1" 無

8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台南市 663 6 澆灌 1/2" 無

9 宜蘭縣同樂國小 宜蘭縣市 650 10 公廁+澆灌 2" 無

10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台南市 980 8 澆灌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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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示範案場監測系統安裝說明 

1. 示範案場-台南市錦湖國小 

本案場共分兩處設施配置：(共計75噸) 

 分區1新建置9個貯留桶45噸(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置區，監

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42~圖3- 44)。 
 分區2舊有30噸蓄水池改造。 

 

圖 3- 42 台南市錦湖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圖 3- 43 台南市錦湖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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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4 台南市錦湖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2 

 

 

圖 3- 45 嘉義縣過溝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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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範案場-嘉義縣過溝國小 

本案場共分兩處雨水貯留設施：(共計18噸) 

 分區1新建置4個貯留桶12噸。 
 分區2舊有2個貯留桶6噸沖廁改造(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置

區，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45~圖3- 47)。 

 

圖 3- 46 嘉義縣過溝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1 

 

圖 3- 47 嘉義縣過溝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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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範案場-新北市佳林國中 

本案場共分兩處雨水貯留設施：(共計24噸) 

 以分區2新建置4個貯留桶12噸澆灌區域為本示範案場規劃

設置區，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48~圖3- 50。 

 

圖 3- 48 新北市佳林國中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圖 3- 49 新北市佳林國中監測設備施工 

 



第三章、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團 

成立與申辦案件推動進度 

 105 

 

 

 

 

圖 3- 50 新北市佳林國中監測設備施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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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範案場-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共計30噸) 

 以新建置10個貯留桶30噸區域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置區，

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51~圖3- 53。 

 

圖 3- 51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圖 3- 52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監測設備施工(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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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3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監測設備施工現況 

5. 示範案場-苗栗縣龍昇國小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共計8+2噸) 

 以新建置地下混凝土貯水槽8噸區域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

置區(另搭配屋頂2噸配水槽一座施作)，監測地點規劃與施

做如圖3- 54~圖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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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4 苗栗縣龍昇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圖 3- 55 苗栗縣龍昇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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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示範案場-宜蘭縣寒溪國小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共計8噸) 

 分區1新建置2個貯留桶4噸澆灌改造。 
 分區2新建置2個貯留桶4噸沖廁改造(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

置區，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56~圖3- 57)。 

 

圖 3- 56 宜蘭縣寒溪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7. 示範案場-台中市大甲國中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共計8+2噸) 

 分區1於體育館和育樂館旁的空地分別各設置6座+3座，各3
噸儲水桶。 

 當由分區1輸送管線輸送至分區2於教學大樓上方屋頂設置

一座之3噸儲水桶(配水槽)，即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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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7 宜蘭縣寒溪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圖 3- 58 台中市大甲國中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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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9 台中市大甲國中監測設備施工 

8. 示範案場-宜蘭縣同樂國小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 

 以分區1之儲存槽設置之圓形立桶及臥桶各一為雨水利用

監測位置，容量共約4.5噸為本示範案場規劃設置區 (監測

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60~圖3- 61)。 

 

圖 3- 60 宜蘭縣同樂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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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1 宜蘭縣同樂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9. 示範案場-台南市七股國小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 

 以七股國小設置之兩座3噸水槽，容量共計6噸為本示範案

場規劃設置區(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62~圖3- 63)。 

 

圖 3- 62 台南市七股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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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3 台南市七股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10. 示範案場-台南市官田國小 

本案場雨水貯留設施： 

 以官田國小設置之四座2噸水槽，容量共計8噸為本示範案

場規劃設置區(監測試辦點規劃與施做如圖3- 64~圖3- 65)。 

 

圖 3- 64 台南市官田國小監測示範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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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5 台南市官田國小監測設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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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規劃及建置 

為完整呈現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推動既有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之

各年度執行成果，同時作為台灣雨水貯集利用最便捷之推廣教育平

台，及相關資訊（包括申請方式、諮詢服務、技術服務等）提供下載，

本計畫研擬規劃與建置成果展示管理資訊平台，並將依序針對平台設

置目的、需求與系統功能與預及成果進行相關說明。 

4.1 管理平台設置說明  

本計畫於執行「雨水貯留系統建置」之理念實踐與推廣，實際設

置雨水貯留系統，並利用於沖廁、澆灌或消防用水，同時配合政府機

關相關政策之補助與推動，將雨水貯留再利用之觀念推廣與落實到各

地，再將案例與成果進行展示。本計畫為期能完整且有效率完成前述

目標所需之補助案件收件處理、雨水貯留系統使用現況監控、成果追

蹤與展現、節水觀念教育推廣與雨水貯留系統相關資訊傳遞等目的，

擬配合計畫工作項目規劃及建置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台。 

4.1.1 設置需求 

為配合計畫目的之執行，本計畫將依據「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

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事項」規劃及建置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

台，其資訊作業平台需求包含：雨水貯留系統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

平台入口網站、補助案件收件窗口登錄與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雨

水貯留系統使用現況即時資訊之監控界面、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

成果登錄與統計系統、節水教育教案流覽介面與下載系統等功能需求

之建置，同時配合各系統使用介面瀏覽器所需，製作能一體適用之資

訊作業平台，並針對系統安全維護、操作 Q&A、問題排除、系統輔

導、資安防護等項目提供相關資訊。 

4.1.2 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台架構 

為提供使用者更了解本計畫執行之流程及申辦規劃設計項目等

相關技術，建立此資訊作業平台可在任何時間於系統中查詢相關資

訊，進一步達成雙向良性互動與溝通，提升了整體計畫執行效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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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資訊作業平台架構擬定基本項目包含「最新公告」、「計畫概述」、

「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歷年計畫效益統計」、「雨水貯留系統監

測」、「節水教育教案」、「案例分享」、「相關連結」、「聯絡我們」、「Q&A
問答」等 10 項功能，規劃如下圖。 

 

圖 4- 1 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台架構 

4.2 系統功能介紹  

配合成果展示與資訊管理之需求，本計畫之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

業平台建置共規劃「最新公告」、「計畫概述」、「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

統」、「歷年計畫效益統計」、「雨水貯留系統監測」、「節水教育教案」、

「案例分享」、「相關連結」、「聯絡我們」、「Q&A 問答」等 10 項功能，

並分為通用功能與專案管理功能，分述如下： 

4.2.1 通用功能 

本計畫之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台中通用功能包括：「最新公

告」、「計畫概述」、「相關連結」、「聯絡我們」、「Q&A 問答」等 5 項

功能。 

一、最新公告 

透過最新公告功能，本資訊作業平台能將最新之資訊以最快方式

提供給民眾或相關使用者；同時本計畫亦可藉由後台操作即時更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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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公告發佈之訊息。 

 

圖 4- 2 資訊平台頁面－最新公告 

二、計畫概述 

藉由計畫概述，民眾可清楚瞭解本計畫之執行目標與成果介紹、

並藉此推廣節水知識與效益，進而帶領民眾加入節水行列。 

 

圖 4- 3 資訊平台頁面－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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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連結 

除本資訊作業平台之相關資訊外，平台同時提供相關資源網站之

連結，包含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料應用平台、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資

訊網等，其網站內容將水環境資源數據資料彙整開放給民眾加值再利

用（圖 4- 4、圖 4- 5）。 

 

圖 4- 4 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料應用平台 

 

圖 4- 5 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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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Q&A 問答 

一般來說，使用者在應用本資訊作業平台時，無論對於計畫內容

或是系統操作，多少都會有相關疑問，本資訊平台也將彙整常見問

題，並於提供平台中提供 Q&A 問答，以即時解決使用者在應用平台

時之相關疑問。 

 

圖 4- 6 資訊平台頁面－Q&A 

五、聯絡我們 

本資訊作業平台除提供 Q&A 問答處理民眾疑義外，民眾亦可透

過電話、EMAIL 或 LINE 等方式與本團隊進行聯繫。 

4.2.2 專案管理功能 

本計畫之成果展示管理資訊作業平台中專案管理功能包括：「案

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歷年計畫效益統計」、「雨水貯留系統監測」、

「節水教育教案」、「案例分享」等 5 項功能。 

一、 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 

為配合相關補助計畫與代辦計畫之執行，本資訊作業平台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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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與進度管考之功能，並予以工程進度追蹤。同時配合計畫案

件諮詢輔導，也將提供諮詢窗口，並同時紀錄諮詢輔導、訪視輔導及

追踨案件之成果，其填報流程下： 

 

圖 4- 7 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流程圖 

1.開工前： 

建立/登入帳號 -> 登記案場與案場基本資料(可一個帳號對多

個案場) -> 填報預期工程進度(開工日期、預計完工日期、自開工日

期至完工日期每周/每日預計進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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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資訊平台頁面－案件申請 

 

圖 4- 9 資訊平台頁面－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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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資訊平台頁面－工程發包資料填寫 

 

圖 4- 11 資訊平台頁面－工程預定進度填報 

 

2.施工中：(比對進度後如進度百分比低於 10%則 MAIL 催辦承辦，

並同時 MAIL 給執行單位) 

填報每周/每日預計進度百分比(系統自動代入填報當天日期)、
手動選擇進度日期->實際施工進度百分比->上傳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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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資訊平台頁面－工程實際進度填報 

3.竣工後： 

單位進行竣工確認回報，並上傳相關申請計畫書、竣工照片、

竣工圖說 CAD 檔、工程經費決算書、效益說明等案件資料。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124 
 

 

圖 4- 13 資訊平台頁面－工程完工填報 

二、 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成果效益登錄與統計系統 

配合計畫彙整調查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效益之工作項目需

求，本資訊作業平台擬提供資料庫作業界面與欄位，供歷年補助之雨

水貯留計畫案例進行效益登載，同時透過資訊作業平台資料庫之分析

與計算，呈現各年度、各縣市或其他需求之相關資料分析圖表。 

 

圖 4- 14 案件管考前/後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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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進行案件負責人登入 

 進行進度管考資料填寫及查看，若有問題可填寫諮詢表單 

 網站管理員案件資料維護相關事宜，包含歷年計畫效益統

計、該年度案件進度管考與案件諮詢的分案與回覆 

 

圖 4- 15 資訊平台頁面－效益統計 

三、  雨水貯留系統使用現況即時資訊之監測介面 

配合本計畫工作項目中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包含水表或

流量計、回傳接收分析軟體、揭示設備等項目)，本資訊作業平台將

藉由網路傳輸與資料庫整合收集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案例之

現場量測監控設備之即時監測數據，並於設備與資訊作業平台介接

後，逐月追蹤並分析其雨水貯留設置效益，並提供案場選取、資料統

計、資料分析與即時圖表製作等功能。以利後續提供資料彙整與應用

（圖 4- 16、圖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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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回傳架構 

  

圖 4- 17 案場選取及逐筆資料統計範例 

 

圖 4- 18 雨水貯留設施監測資料串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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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資訊平台頁面－雨水貯留設施監測串接資料讀取呈現 

 

圖 4- 20 資訊平台頁面－雨水貯留設施監測串接資料分布統計 

四、 節水教育教案流覽介面與下載系統等功能需求之建置 

配合本計畫工作項目中節水教育教案之製作，本資訊作業平台將

整合計畫成果，並完整呈現於資訊作業平台之中，除提供教案介紹

外，同時提供教案下載與應用，讓節水教育教案之推廣與宣導不受限

於時間、區域與距離；此外，本資訊作業平台還將提供水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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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相關資源連結，協助授課教師自我進修與備課之參考。 

 

 

圖 4- 21 節水教育教案下載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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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檔案下載前/後台流程圖 

 網頁瀏覽者瀏覽檔案資訊及下載 

 網站管理員至後台建立或維護檔案下載資料 

 

 

圖 4- 23 資訊平台頁面－教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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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節水案例分享 

為加強宣導與讓民眾實際了解節水改善之可行性與效益，本資訊

作業平台將開放提供頁面與空間刊載本計畫之成功亮點案例進行分

享，同時也可豐富本資訊作業平台之資訊。 

 

圖 4- 24 資訊平台頁面－節水案例分享 

 

圖 4- 25 案例分享前/後台流程圖 

 網頁瀏覽者可瀏覽案例分享資訊 

 網站管理員可進行案例分享資訊建立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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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者身份權限與系統登入  

考量不同的使用者對於平台功能需求之區別，本平台已針對不同

的使用者有不同的登入方式與功能區隔。本系統的使用者可區分為補

助計畫或代辦計畫之受補助單位、計畫人員、一般民眾與系統管理人

員四種身分，其所能操作與觸及之功能權限分述如下： 

4.3.1 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使用本平台時，可藉由平台中之說明瞭解本計畫之緣起

與目標，同時也瞭解本計畫之歷年成果；另外藉由本平台的物聯整合

也讓民眾瞭解雨水貯留之運作與效益，並可透過水資源教案與教育資

源的下載與案例分享來達到水資源教育之推廣，而一般民眾可觸及的

功能如下： 

一、 計畫介紹目標 

二、 計畫歷年效益呈現 

三、 雨水收集與智慧水表監測成果 

四、 教案資源瀏覽與下載 

五、 案例分享與介紹 

4.3.2 受補助單位 

為補助計畫或代辦計畫之申請單位，其可透過系統進行補助計畫或代

辦計畫之案件申請，及填報計畫案件執行進度，同時透過系統進行案

件執行時所遭遇的疑義提問，以及一般民眾之功能瀏覽權限，而受補

助單位可觸及的功能如下： 

一、 案件申請 

二、 案件進度填報 

三、 案件諮詢 

四、 計畫介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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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歷年效益呈現 

六、 雨水收集與智慧水表監測成果 

七、 教案資源瀏覽與下載 

八、 案例分享與介紹 

4.3.3 計畫人員 

為能有效控管各補助計畫與代辦計畫之案件執行進度，水利署之計畫

相關人員可藉由本平台進行案件諮詢內容的瞭解與各執行案件之執

行進度管考，以及一般民眾之功能瀏覽權限，而計畫人員可觸及的功

能如下： 

一、 案件諮詢 

二、 計畫介紹目標 

三、 計畫歷年效益呈現 

四、 雨水收集與智慧水表監測成果 

五、 教案資源瀏覽與下載 

六、 案例分享與介紹 

七、 案件進度管考 

4.3.4 系統管理人員 

為能有效管理與維護系統，系統管理員人擁有系統所有功能之操作與

修改權限，而系統管理人員可觸及的功能如下： 

一、 案件申請 

二、 案件進度填報 

三、 案件諮詢 

四、 計畫介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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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歷年效益呈現 

六、 雨水收集與智慧水表監測成果 

七、 教案資源瀏覽與下載 

八、 案例分享與介紹、 

九、 案件進度管考與 

十、 後台資料庫修改 

 

圖 4- 26 不同登入身分所能觸及與使用之功能 

為能有效控管不同的使用人員，本平台透過不同的系統登入方式

進行管理；除了系統管理員由平台之資料庫後臺直接進行系統登入

外，本平台於使用介面中將使用者身分區分為受補助單位、計畫人員

與一般民眾三類，其中受補助單位須於事前進行帳號申請與註冊後，

方能使用本系統中權限許可之相關功能；而計畫人員則是於署內網域

範圍內，透過水利署專屬之 AD 帳號點選專屬按鈕連結 Wrisp 自動登

入系統使用本系統中權限許可之相關功能；而一般民眾無須登入系統

便可瀏覽其權限許可之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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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資訊平台頁面－不同登入身分 

 

圖 4- 28 資訊平台頁面－AD 登入與帳號登入 

4.4 系統規格說明  

為突顯地球水資源之珍貴與強調雨水資源之活化與利用，本資訊

平台在網站版型設計上採用藍色海洋之意象，以符合本計畫之目標與

願景。同時，本資訊平台也將會把使用者較常用與較急需與迫切需要

之資訊與功能公告於首頁上，或以快速功能鍵之方式引導使用者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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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功能操作。 

 

  

圖 4- 29 網站版型設計圖 

另外，經由前開論述對於本資訊平台之功能需求與解決方案之檢

討，本資訊平台擬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初步估計前台所需之呈現頁

面約有 26 個網頁頁次，另後台部分則擬用 PHP 程式搭配 MySQL 資

料庫進行設計規劃，預估資料查詢與操作輸入則約有 5 個工作項次，

其詳述之架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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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說明表 

  項目內容 數量 備     註 

響

應 

式 

網

頁 

設

計 

首、內頁響應式網站視覺風格

設計 

1 中文繁體版 

計畫概述 4 
前言、計劃緣起、計畫目

的、計畫內容 

案件執行 

補助計畫介紹 1   

進度管考 1 
登入、案件列表、進度管考

資料列表+填寫 

諮詢窗口 1 

表單轉 e-mail，發送後寄送

至指定信箱並記錄至後台

可供查詢 

歷年計畫 

效益統計 

計畫介紹 1   

計畫成果 2 
分年度選擇，案件列表+詳

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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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統計 1 案件效益統計結果 

雨水貯留 

系統監測 

監測系統介紹 1   

案場即時資訊 1 
串接即時資訊資料顯示，需

提供 API 文件 

統計分析 1 
串接統計資料顯示，需提供

API 文件 

節水教育教

案 

教案介紹 1   

教案下載 1 檔案下載列表 

其他教育資源 1   

案例分享 

雨水回收 

2 案例列表+詳細內容 

其他  

相關聯結 1   

聯絡我們 1 表單轉 e-mail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138 
 

最新公告 2 訊息列表+詳細內容 

Q&A 問答 2 問題列表+詳細內容 

PHP 

程

式 

設

計 

案件受理表單記錄資料管理

程式 

1 

後台管理程式+MySQL 資

料庫設計 

案件資料管理程式+進度管考

功能+諮詢記錄 

1 

檔案下載資料管理程式 1 

案例分享資料管理程式+類別

管理 

1 

最新公告、Q&A 問答資料管

理程式 

1 

就硬體需求與執行環境設定方面來看，硬體需求有限，以快速穩

定為主，同時須考量儲存空間以備後續年度之系統沿用與擴充，而由

於本資訊平台除網頁版型所需之圖片與案場照片外，多為文字描述

檔，考量每個案件除文字紀錄外，尚需 50 至 100 張的照片紀錄，假

設一張解析度清楚之照片採 3~5MB 計算，一案約需 300~500MB，每

年 100 案則需 30~50G，故規劃 300GB 的硬碟空間，基本上可供 5 年

以上之儲存量。故初期在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A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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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以 8 核心與 8G 的記憶體搭配 300GB 之儲存空間與資料庫伺服器

(database server，DB server)暫以 8 核心與 16G 的記憶體搭配 300GB
之儲存空間進行規劃；執行環境設定方面上則採用開放式軟體

APACHE 與 PHP 搭配 MySQL 之方式進行環境架設，使其可同時適

用於各作業系統，另就應用程式部分則擬用 Adobe Dreamweaver CS5
進行開發。 

表 4- 2 硬體規格說明表 

 
硬體規

格 

儲存空

間 

數

量 

LoadBalance Cluster 
說

明 

AP 

Server 
8 核 8G 

300GB 1 X X  

DB 

Server 
8 核 16G 

300GB 1 X X  

表 4- 3 執行環境軟體規格說明表 

 
規格 版本 說明 

AP 

Server 

APACHE 2.4  

DB 

Server 

Mysql 5.1  

PHP  5.6  

 

圖 4- 30 應用程式系統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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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資訊安全相關作業  

本平台完成後需移機至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資料整合雲平台之虛

擬主機上，另為考量其使用上之資訊安全，過程中進行 SSL 憑證申

請，同時依「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事項」

中政府組態基準(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GCB)設定政策

規範進行資訊安全性檢測，並將配合提供相關測試報告資料。 

 

4.5.1 SSL 憑證申請作業 

水利署各組室為響應電子化政府願景，已陸續將歷史、即時、時

序性資料進行電子化儲存與處理，其中如水文資訊、河川監控等文數

字與影像資料無論於數量或容量皆已具規模，不僅逐日增加中更朝巨

量資料( Big Data)規模發展。隨著雲端環境的成熟及運算技術的發

展，應用雲端運算建立水利署專屬「雲端應用系統平台」，除具備儲

存各式水文、水情、河川與水庫等巨量資料能力，更能活化這些資料

的加值性與提升水利、水文的分析能力，將資料轉換為具有運算的服

務型態。 

為配合上述政策，本資訊平台在完成後需配合移設並整合至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資料整合雲平台，過程中因考量網路通訊協定之安全

性，故對外連接埠採用 443 進行資料交換，而非一般常用的 80，而

這也就代表本資訊平台對外網址僅能使用超文字傳輸安全協定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HTTPS）的方式進行安全通訊

的傳輸協定。HTTPS 是以安全為目的得 HTTP 通道，經由網站傳輸

協定進行通訊和利用 SSL/TLS 憑證來加密封包，簡單來說就是 
HTTP 的進階安全版，由 HTTP 下加入 SSL/TLS 層作為安全基礎。

而 SSL/TLS  (安全通訊端層) 憑證是網頁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以加

解密方式溝通的安全技術標準，透過憑證內的公開金鑰加密資料傳輸

至伺服器端，伺服器端用私密金鑰解密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取得有效

憑證後在網際網路上傳輸加密過的資料以達到資安的目的。而所謂

SSL 憑證主要透過 GCA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進行相關申請，本計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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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項目為伺服器應用軟體憑，伺服器應用軟體憑證之簽發對象為政

府機關（構）及政府單位的伺服器應用軟體，包括 SSL 伺服器應用

軟體與專屬類伺服器應用軟體兩種，其中，SSL 類伺服應用軟體憑證

簽發對象為政府機關（構）、政府單位所建置的 SSL（或 TLS） Server，
例如具有 SSL 功能的 HTTP Server。專屬類伺服應用軟體憑證之簽發

對象為政府機關（構）、政府單位所建置的特殊用途之伺服應用軟體

憑證，例如用來提供身分識別服務的 Server 等。 

 

圖 4- 31 GCA SSL 憑證申請書 

 

圖 4- 32 GCA SSL 憑證簽發 

4.5.2 資訊安全性檢測作業 

由於網路活動的日趨複雜，大部份駭客都利用已知的系統弱點來

撰寫攻擊程式碼（Exploit Code）以進行網路資訊系統的入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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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主機環境則常由於組態設定不當或忘記更新軟體修正檔，使得本

身資訊系統遭到非經授權的存取或導致其它安全性問題風險。藉由工

具進行弱點掃瞄，提早發現系統維運及網站安全弱點，及時完成弱點

修補作業，避免藉由弱點遭受入侵攻擊。 

本資訊平台進行掃描，第一次資訊安全性檢測結果共有高風險警

告 2 筆、中風險警告 483 筆、低風險警告 6 筆、提醒訊息 229 筆，經

修正後，第二次資訊安全性檢測結果共有高風險警告 0 筆、中風險警

告 6 筆、低風險警告 10 筆、提醒訊息 3 筆，已無任何高風險警告，

結果分別如下： 

 

圖 4- 33 第一次資訊安全性檢測  

 

圖 4- 34 第二次資訊安全性檢測  

4.6 教育訓練與保固  

本資訊平台將於系統安裝驗收合格後，配合協助訓練本系統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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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提供乙次(4 個工作時數以內)之技術指導與諮詢講解；並針

對開發架構部份，提供系統人員乙次(4 個工作時數以內)的教育訓

練，同時操作手冊及設計文件將於本系統功能全部完成驗收後更新。 

另本成果展示管理平台系統完成所有驗收程序後 1 年內為保固

期，保固期間將提供免費之保固服務。保固期間內，本團隊應就本資

訊平台系統設計報告書及驗收文件所載內容，提供免費之服務。但於

驗收後，若經濟部水利署所提出之需求超出系統設計報告書範圍者，

且有較大之變更，得經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另行針對大幅異動的功

能修改提出報價，經濟部水利署得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採重新

進行另案發包之方式進行修正維運。 

 

圖 4- 35 應用程式系統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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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教案之建置與推廣 

 5.1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盤點  

為節約用水之觀念深植民心，達到展望未來的水資源永續發展，

水資源教育的推廣相當重要，且為水利署職責與使命，然而教科書編

撰歸屬教育部管轄，欲以具有教育推廣的專業性。為協助水利署執行

此項任務，本計畫盤點 107 年推動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進行水

資源教案規劃與編撰，了解正規教育缺少哪些水資源教育之原則，進

一步去著墨努力並進行水資源教育的推動。此一階段本計畫蒐集六大

課程領域，並盤點出具水資源相關議題的綱要條目，再者依據環境、

永續發展、科技三大類別予以綜整歸納，且藉以不同維度進行分析探

討，其中從各學習階段維度分析，可得知第一學習階段(1~2)與第三

學習階段(3~4)相較不足。此外以六大領域維度進行檢視，主要集中

於自然科學領域，其視角為物質變化、天氣型態、資源永續、災害防

治等，其餘領域較為鮮少。在後續執行階段，本計畫欲研擬跨領域性

質水資源教案，透過不同領域的結合，增加水資源知識的豐富性及連

結性，強化十二年國教在環境教育、永續發展以及氣候變遷等重大議

題融入各領域之教學精神。 

5.1.1 十二年國民教育綱要盤點目的 

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頒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預計 108 年學年度起自全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

學各級學校中一年級開始實施，目前各教育領域中各教育階段課綱草

案亦持續編審中，本計畫依針對目前現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所提供之課程內容進行盤點工作，並進行分析與節約用水相關之主

題，透過盤點課綱內各領域之課程，進一步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和不同

學習領域進行節約用水教案之編撰，希冀透過課程綱要之盤點，了解

正規課程教育對於水資源內容的介紹，以作為水利署節約用水教育宣

導與應用推廣重要依據。 

一、課程綱要介紹 

課程綱要作為教育部明定之教育最高依循宗旨，其明定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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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學習階段和學習領域之課程架構、課程目標及課程學習內容和應

有的學習表現，學校使用之教科書編寫，教師教學、學力鑑定測驗等

皆須遵循課綱進行。 

課綱修訂背景自民國 18 年訂定國家課程規範開始，其後經歷數

次修訂，務求課程訂定能與時俱進。民國 57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

育，目的在培養健全國民宗旨，為我國教育人才奠定良好基礎。民國

88 年公布教育基本法，第 11 條明定:「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

要延伸其年限」。民國 90 年，教育部依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

案，修訂的 90 年暫行綱要，為九年一貫課程前身，其目的為進行國

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與教育革新，並以此做為教室專業教學活動之依

循，後續更頒布 92 年課程綱要等，目前施行綱要為民國 97 年所頒布

的 97 課程綱要，作為九年一貫課程依據之最高宗旨。然而現行綱要

在面臨社會少子化、網路資訊的普及、產業結構的轉變、甚至是氣候

變遷極端災害等應與時俱進，是故教育部於民國 103 年研擬出十二年

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在民國 106 年逐步完成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草

案，並預計於民國 107 學年度實施(圖 5- 1)。希冀達到十二年國教之

全人教育的精神，並落實適性揚才的教育，培養具有終生學習能力、

社會關懷心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優質國民。 

 

圖 5- 1 教育部施行課綱演進圖 

二、課程綱要與教案關聯性 

教案定位與一般各級學校使用教科書之編列過程不同，但同樣依

循課程綱要進行編制，如圖 5- 2 所示，教科書之編製首先遵循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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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廠商依課程綱要編撰教科書，後送審經由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

教科書之審定，審定完成後進行公告，各家出版廠家出版，最後經由

各學校選定該學校使用之教科書版本與科目提供教師授課使用，假使

教科書內容不足以提供教學現場所使用，教師可依循課綱內容進行教

案的撰寫，以提升學習者知識的深度與廣度。而本計畫水資源教案則

遵循課程綱要，藉由課綱條目內容的蒐整盤點後，邀請教學現場跟領

域教師進行教案之編撰與設計，並由教學專業學者審核與修改，編製

完成的水資源教案，具有課程綱要的依循性，以及教育理念的專業

性，足以直接作為教育教學現場的推廣宣導之使用。 

 

圖 5- 2 課綱與教案編製流程圖 

5.1.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盤點流程 

十二年國教課程盤點步驟流程可分為三步驟(圖 5- 3)，分別為各

學習領域和教育階段課綱蒐集，各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盤點，包含主題

軸/主題、項目及條目等的彙整及瞭解，最後針對課綱盤點內容之成

果進行綜整歸納，作為按階段之水資源教案設計之參考依據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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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盤點步驟 

本計畫之主題為水資源相關議題，主要涉及領域為社會、自然科

學、綜合活動、生活課程、科技及健康與體育，教育階段為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及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民小學對應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國

民中學對應為第四學習階段，普通型高級中學則對應為第五學習階

段，是故本計畫針對上述已公告之草案進行資料蒐集，藉此完成課綱

盤點蒐集，詳細內容參閱表 5- 1。 

表 5- 1 本計畫六大領域課綱蒐集範圍一覽表 

領域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普通型高

級中學 

公告

日期 

備註

說明 
第一學習

階段 

第二學習

階段 

第三學習

階段 

第四學習

階段 

第五學習

階段 

(1~2) (3~4) (5~6) (7~9) (10~12) 

社會 
 

◎ ◎ ◎ ◎ 106/7 
公聽

會中 

自然科學 
 

◎ ◎ ◎ ◎ 105/2 

提交

教育

部課

程審

議會 

綜合活動 
 

◎ ◎ ◎ ◎ 105/2 

生活課程 ◎ 
    

105/2 

科技 
   

◎ ◎ 105/2 

健康 
與體育 ◎ ◎ ◎ ◎ ◎ 105/2 

此部分盤點六大領域課程綱要內容，從學習內容之主題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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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條目等，涉及到水資源相關議題皆進行初步資料蒐整，如表 5- 2
所示，詳細課程綱盤點內容請參考附錄。並分為課題、項目、條目等

內容則可做為教案編撰上之重要參照依據，有利於教師等專家學者進

行教學規劃與設計，提升十二年國教終身學習之效益發展。 

表 5- 2 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彙整表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 

階段 

A.互動與關

聯 b. 人與環境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

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3~4 

Ab -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

的發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3~4 

Ab -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

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5~6 

Ab -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連性。 5~6 

A.基本概念

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

水文 

地 Ac -Ⅳ-1 天氣與氣候。 7~9 
地 Ac -Ⅳ-2 臺灣的氣候特色 。 7~9 
地 Ac -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 7~9 
地 Ac -Ⅳ-4 探究活動：颱風與生活 。 7~9 

B.區域特色 

a.中國(一) 地 Ba-Ⅳ-1 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7~9 
c.大洋洲與兩極

地區 地-Bc-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d.季風亞洲(一)
東亞 地-Bd-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e.季風亞洲(二) 地-Be-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f.西亞與北非 地-Bf-Ⅳ-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g.漠南非洲 地-Bg-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h.歐洲與俄羅斯 地-Bh-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i.美洲 地-Bi-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V-1 氣候要素。 10~12 
地 Ba-Ⅴ-2 大氣環流與洋流。 10~12 
地 Ba-Ⅴ-3 氣候類型 。 10~12 
地 Ba-Ⅴ-4 氣候與自然景觀帶 。 10~12 
地 Ba-Ⅴ-5 探究活動：氣候、水資源與人類

生活。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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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 

階段 

C.地理視野 

a.台灣與世界 地 Ca-V-1 台灣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d.孤立位置的發

特色（以澳、紐

為例 ） 
地 Cd-V-1 自然環境背景與位置的特殊性。 10~12 

e.伊斯蘭世界的

形成與發展 地 Ce-V-1 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f.歐洲文明的發

展與擴散 地 Cf-V-1 自然環境與文明發展的關係。 10~12 

g.超級強國的興

起與挑戰 地 Cg-V-1 美國的環境背景。 10~12 

h.南方區域的發

展 與 挑 戰 ( 個
案，以中南美

洲、漠南非洲為

例，二選一) 

地 Ch-V-3 自然環境背景。 10~12 

C.地理視野 
d.孤立位置的發

特色（以澳、紐

為例 ） 

地 Cd -Ⅴ-4 探究活動：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永

續。 10~12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1 氣候變遷發生的原因為何？ ※
10~12 

地 Ia -Ⅴ-2 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是否正

在變化？ 
※

10~12 

地 Ia -Ⅴ-3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
10~12 

地 Ia -Ⅴ-4 為何國際社會對氣候變遷的反應

有別？ 
※

10~12 
地 Ia -Ⅴ-5 國家與個人如何調適氣候變遷的

影響？ 
※

10~12 

b.自然災害與土

地退化 

地 Ib -Ⅴ-1 什麼是自然災害？ ※
10~12 

地 Ib -Ⅴ-3 自然災害和人類生活有何關係？ ※

10~12 
地 Ib -Ⅴ-5 如何避免或減少自然災害與土地

退化的衝擊？ 
※

10~12 

J.資源與能

源 
a.水資源和海洋

資源 

地 Ja-V-1 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

係？  
※

10~12 
地 Ja-Ⅴ-2 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和國家、區域

經濟展有何關係？ 
※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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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 

階段 

地 Ja-Ⅴ-5 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如何永續利

用？ 
※

10~12 

(註：※10~12 為第五學習階段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一、盤點綜整 

本計畫盤點六大領域課程綱要，首先以各學習階段進行探討，了

解各個學習階段對於水資源議題的關聯性，接著將六大領域類別分述

說明，探討各別領域中，各學習階段與水資源議題相關的分布情形，

最後將各領域條目內容歸類為水與環境、水與科技與水資源永續發

展，共三種類別，並進行探究說明，以利後續專家學者依照此類別進

行教案之撰寫，達到水利署提倡節約用水之目的。 

二、學習階段 

在學習階段部分，承襲教育部之學習階段區分方式進行課綱條目

的理解與蒐整，蒐整出與水資源議題相關綱要條目並進行分析如表

5- 3 與圖 5- 4 所示，所盤點水資源議題綱要條目數共計為 274 個，由

第一學習階段(1~2)逐一呈現上升趨勢，在第五學習階段(10~12)為最

高峰，其具備最多水資源議題相關的綱要條目內容，然而在第一二三

學習階段水資源議題相較少，可做為未來教案規劃補充加強的部分。 

表 5- 3 各學習階段水資源議題綱要條目數一覽表 

教育階段 水資源議題綱要條目數  

第一階段(1~2) 11  

第二階段 (3~4) 39  

第三階段 (5~6) 35  

第四階段(7~9) 68  

第五階段(10~12) 93  

第六階段(※10~12) 28  

小計 274  

(註：※10~12 為第五學習階段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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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水資源議題於各學習階段長條圖 

(註：※10~12 為第五學習階段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三、 六大領域  

以六大課程綱要領域進行類別分析，課綱條目最多的為自然科學

領域，在該領域中的第四學習階段與第五學期階段，探討水相關議題

包含大氣環境、災害防治等較為豐碩(表 5- 4)，在生活課程領域中，其

課程綱要內容僅規範第一學習階段 (參閱表 5- 4)，因此綱要條目數量

相對其他領域較為缺乏。再者，在社會、綜合活動、科技以及健康與

體育領域上，相較於自然科學領域的綱要條目較為缺乏，在後續教案

規劃撰寫上，可著重其餘領域的比例分配(圖 5- 5)。  

表 5- 4 六大領域水資源議題綱要條目數一覽表 

領域  水資源議題綱要條目數 

生活課程  7 

自然科學  161 

社會  39 

科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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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  30 

綜合活動  14 

 小計 274 
 

 

圖 5- 5 水資源議題於六大課綱長條圖 

5.1.3 綜合分析 

本計畫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條目內容，依照水資源相關特性分

類為水與環境、水資源永續發展及水與科技三大類別，其各別名詞定

義參照表 5- 5，此三大類別涵蓋實質上的空間環境、研發中的科技技

術及未來性的永續發展，在教育領域中的教學目標上強調認知、情意

與技能，藉由此分類方式更切合後續教案規劃與編撰。 

表 5- 5 本計畫三大類別定義表 

類別  釋義  

水與環境  
環境泛指地表上影響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生活、生存的空

間、資源以及其他相關事務。本計畫將以所有環境中所涉及

水資源議題之綱要條目，皆歸類於此類別。  

水資源永續發展  

水資源指可供人類使用的物資或能源，而永續發展，又稱可

持續性使用，表示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

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稱此。本計畫將探討水資源永續發展

相關議題之綱要條目，皆歸類於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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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科技  
科技意指科學技術之相關事項。本計畫將有涉及到水資源議

題相關科學技術的課程綱要條目，皆歸類於此類別。  
(參考來源：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一、 各類別學習階段分析 

(一)第一學習階段  

此學習階段僅有生活課程及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向

目。依照類別來看(圖 5- 6)，缺乏水資源永續發展類別，後續可針

對此議題進行教案設計及編排。  

 

 

 

 

 

 

 

 

圖 5- 6 第一學習階段類別分析長條圖 

(二)第二學習階段  

在第二學習階段方面。此階段無生活課程與科技領域的課程

大綱，因此就其他四項領域進行探討，從圖 5- 7 中可得知，水與

科技類只有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呈現，因此後續再水資源教案規劃

編撰上，可進行跨領域整合的方式，增加各領域間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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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 第二學習階段類別分析長條圖 

(三)第三學習階段  

在第三學習階段上，可從圖 5- 8。得知，並無生活課程與科

技領域的課綱指導，因此僅探討其他四個領域。由圖 5- 8 中瞭解

到僅有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具三類別的水資源議題，其餘領域則無

水與科技，以及水資源永續發展的類別，後續將進行著墨探討。  

 

圖 5- 8 第三學習階段類別分析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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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學習階段  

在第四學習階段上，依據圖 5- 9。此學習階段並無生活課程

領域的綱要指導原則，因此僅探討其他五大領域。在圖 5- 9 中只

有自然科學領域有三大類別的綱要條目，其餘領域的類別性較為

單一，因此後續可進行跨領域方式的教案規劃撰寫，提升領域與

類別間的連結。  
 

 

圖 5- 9 第四學習階段類別分析長條圖 

(五)第五學習階段  

在第五學習階段中分為必修課程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依照

圖 5- 10。此階段並無生活課程的綱要指導原則，但在領域蒐整盤

點時，生活課程領域並無相關水資源議題的綱要條目，而水資源

議題在現今生活環境息息相關，而在綱要條目多集中在自然科學

領域上，其餘領域的類別相較單一，因此後續將針對跨域方式，

規劃與編撰水資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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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 第五學習領域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類別分析長條圖 

(六)統整說明  

首先探討三大類別在各個學習階段中的分布情形(表 5- 6 與

圖 5- 11)，在第一學習階段(1~2)，水資源永續發展類別並無相關

的課綱條目；第二學習階段(3~4)，水與環境及水資源永續發展類

別相較為缺乏；第三學習階段(5~6)，水與科技及水資源永續發展

類別相較為缺乏，課綱條目僅有 4 個；第四學習階段(7~9)，相

較其餘兩者多達 20 幾個課綱條目，而水資源永續發展最為缺

乏；在第五學習階段 (10~12)，水與環境相較其他類別最為缺乏，

僅有 19 個課綱條目。另外在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中亦呈現相同情

形。未來可將針對不同學習階段進行三大類別的均衡及強化。  

表 5- 6 各類別學習領域綱要條目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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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 各類別於各學習階段分析圖 

二、各類別課程領域分析  

(一)社會科領域  

此領域僅提供第二學習階段(3~4)以上所適用(圖 5- 12)，因此

並無第一學習階段(1~2)的部分。在類別上此領域缺乏水與科技的

部分(圖 5- 12)，可藉由其他領域進行補足，或者藉由後續水資源

教案編撰上融入科技領域之議題。  

 

圖 5- 12 社會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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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然科學領域  

此自然科學領域主要提供第二學習階段(3~4)以上之使用，因

此在第一學習階段上(1~2)並無此領域的綱要條目。另外依照類別

來看水與環境類別相較於其餘較為缺乏(圖 5- 13)，未來可藉由教

案規劃融入環境的水資源相關議題。  
 

 

圖 5- 13 自然科學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三)綜合活動領域  

在綜合活動領域方面，僅提供第一學習階段(1~2)至第四學習

階段(7~9)所使用，因此領域並無第五學習階段(10~12)之部分(圖
5- 14)。依照圖 5- 14 的類別分布來看缺乏水與科技的類別，而在

第一學習(1~2) 階段也僅有水與環境的類別，在未來水資源教案

規劃上，可藉由多元連結性，以補足此處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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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 綜合活動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四)生活課程領域  

在此生活課程領域階段，僅提供第一學習階段(1~2)的指導

原則供授課教師做課程依循使用(圖 5- 15)，而從圖 5- 15 來看，

該學習階段缺少水資源永續發展的部分，在未來教案規劃撰寫

上可融入相關議題，以增加學童的認知與了解。  

 

圖 5- 15 生活課程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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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科技領域  

於科技領域而言，其僅提供第四學習階段(7～9)以上的學習

者所使用(圖 5- 16)。而此科技領域著重科技技術或研發的創新，

藉由此領域增加該學習階段對於現今社會科技脈動的連結性。在

未來教案撰寫上可融入多領域進行規劃，提升各領域間的關聯

性。  
 

  

圖 5- 16 科技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六)健康與體育領域  

在健康與體育領域上，以圖 5- 17 所示多以水與環境類別為

主，水資源永續發展類別次之，水與科技的部分最為缺乏，在未

來水資源教案規劃設計上，以多元領域融合撰寫，以補足缺失。  

(七)統整說明  

本計畫亦針對六大課程綱要領域，進行三大類別分析探討(表
5- 7 與圖 5- 18)。社會領域上，水與科技類別較為缺乏；自然科

學領域的水與環境領域較為缺乏；生活課程部分則缺乏水資源永

續發展類別；在科技領域上皆以科技類別探究為主；而健康與體

育領域上則缺乏水與科技類別之內容。綜觀六大領域課程綱要，

其中自然科學領域最多，主要以第四學習階段與第五學習階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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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之處，然而在生活領域上，因此領域僅提供第一學習階

段所使用，因此相對於其他領域較少。  

 

 

圖 5- 17 健康與體育領域類別分析長條圖 

表 5- 7 各類別課程領域綱要條目數一覽表 

 

圖 5- 18 各別領域於六大課程綱領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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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整歸類說明  

以各個學習階段來看，如 

表 5- 8 與圖 5- 19 的分布情形所示，以第五學習階段(10~12)課綱

條目數量相較最多，不含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綱要條目數共計為 93 
個，加上選修課程有 121 個，其次則為第四學習階段(7~9)，數量共

計為 68 個。相較之下在國民小學的學習階段，因授課時數之故而略

為欠缺，再者依照類別來探討，又以水資源永續發展的課程綱要條目

最為缺乏，在未來可針對國小學習階段，強化水資源教案撰寫之規劃

作業，並以水資源永續發展利用作為主要核心議題，以補足缺失。  

表 5- 8 水資源相關議題課綱條目綜整歸納一覽表 

教育 

階段 
類別  社會  

自然

科學  

生活

課程  

綜合

活動  
科技  

健康

與體

育  

小

計  

總

計  

第一學

習階段

(1~2) 

水與環境  0  0  2  0  0  4  6  

11  水與科技  0  0  5  0  0  0  5  
水資源永續發展  0  0  0  0  0  0  0  

第二學

習階段

(3~4) 

水與環境  2  5  0  0  0  3  10  

39  水與科技  0  18  0  0  0  0  18  
水資源永續發展  0  4  0  4  0  3  11  

第三學

習階段

(5~6) 

水與環境  2  6  0  6  0  6  20  

35  水與科技  0  11  0  0  0  0  11  
水資源永續發展  0  4  0  0  0  0  4  

第四學

習階段

(7~9) 

水與環境  12  12  0  1  0  5  30  

68  水與科技  0  15  0  0  9  0  24  
水資源永續發展  0  10  0  3  0  1  14  

第五學

習階段

(10~12) 

水與環境  12  3  0  0  0  4  19  

93  水與科技  0  27  0  0  8  1  36  
水資源永續發展  0  36  0  0  0  2  38  

第五學

習階段

選修課

水與環境 0 0 0 0 0 1 1 
28 

水與科技 0 6 0 0 6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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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階段 
類別  社會  

自然

科學  

生活

課程  

綜合

活動  
科技  

健康

與體

育  

小

計  

總

計  

程(※

10~12) 
水資源永續發展 11 4 0 0 0 0 15 

小計  39  161  7  14  23  30  274  

 

圖 5- 19 六大領域課程綱要盤點綜合分析圖 

(註：※10~12 為第五學習階段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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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節水利用教案規劃與設計  

本計畫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之社會、自然科學、生活、綜合活動、

科技及健康與體育這六大領域進行盤點後，首先整理出課綱中與水資

源、節水利用相關之學習內容，並依據各學習階段所盤點出之結果選

擇撰寫教案的學習領域。待教案撰寫完成後，再聘請在職教師擔任審

查委員評閱教案並進行修改以及再次審查。 

5.2.1 學習領域分配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除了現行九年一貫課綱已包含之國小、國中共九

個年級之外，更納入原先獨立於九年一貫之外的高中職三個年級，組

合成十二年國民教育。而如表 5- 9 所示，教育部為了順利整併將原先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改為「自然科學」與「科技」兩種領域，科

技領域於國中以後才納入必修領域。此外，為調整課程時數以更加符

合未來教育趨勢，國小一年級、二年級也就是第一學習階段的部分，

社會、自然科學、綜合活動三大領域是併入生活課程統一教學，故第

一學習階段之必修領域僅有生活及健康與體育，而第一學習階段可選

擇之教案撰寫領域也即為生活、健康與體育兩大領域。 

表 5- 9 十二年國教課綱各學習階段之六大領域必修分配表 

領域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普通型 

高級中學 

第一 

學習階段 

第二 

學習階段 

第三 

學習階段 

第四 

學習階段 

第五 

學習階段 

(1~2) (3~4) (5~6) (7~9) (10~12) 

社會  ◎ ◎ ◎ ◎ 

自然科學  ◎ ◎ ◎ ◎ 

綜合活動  ◎ ◎ ◎ ◎ 

生活課程 ◎     

科技    ◎ ◎ 

健康與體育 ◎ ◎ ◎ ◎ ◎ 

◎代表該學習階段須修習該領域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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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習階段選擇之社會、綜合活動兩大領域，其學習內容之描

述，除了包含自然環境、人為活動兩方互動之外，尚加入經濟發展探

討三方互動之關係。而第三學習階段因社會及健康與體育之學習內容

主要為歷史及防災，故挑選與水資源教學較為相關之綜合活動及自然

科學兩大領域。第四、第五學習階段，由於各教學科目與內容較國小

更為獨立亦更加不同，故其一共同選擇包含地理科目之社會領域，其

二第四學習階段選擇包含童軍戶外課程之綜合領域，第五學習階段則

融合科技知識與素養導向選擇教育部部訂選修中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為第二領域。 

5.2.2 教案設計流程 

 在教學現場中，學生學習最重要之依據若是課本，而教師教學最

重要之依據即為教案。教案不同於學生所拿到俗稱為課本的教科書，

僅記載類似百科全書之內文與圖片，它是記錄著每位教師於課堂中所

要進行教學的每一個環節，猶如教師在教學舞台上之劇本一般，幾分

鐘要完成一個教學活動、需要什麼輔助教學的媒材、該如何評量學生

等內容皆需詳細記載，故設計教案為教師教學前最重要之步驟，而本

團隊教案設計流程如圖 5- 20 所示。 

完成課綱盤點及選擇各學習階段所需撰寫之領域後，本團隊召開

專家會議討論教案應有項目，如教案基本資料、教學重點、教學活動

等內容，以確立教案格式如附錄所示。並按照所挑選出之課程領域，

分配需設計教學活動之學習內容予專業師資進行教案撰寫。待教案產

出後即交由在職教師擔任評委進行教案審查，替教案品質把關。若教

案順利通過審查則完成定稿，若教案尚有需調整之地方，則通知設計

者再行修改直至教案審查通過為止。 

 

圖 5- 20 教案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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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教案審查方式 

 節水利用教案撰寫完成後，尚須由在職教師所組成的評審團進行

一到兩次的書面審查，每份教案依審查結果及意見進行修改、再次送

審及定稿工作。此次教案審查委員及審查教案分配如表 5- 10 所示，

教案審查委員包含新北市板橋國小王玫君教師、基隆市仁愛國小蔡采

芬教師、台北市東門國小陳幸岑教師、新北市鶯歌國中黃川玲教師、

新北市忠孝國中黃姿榕教師等五位目前任教於國中小之教師。教案分

配方式則主要以教育部設置教育學程培育師資之階段進行區分，國小

教師為修習國小教育學程，包含小一至小六共六個年級所有科目之課

程，故國小三個學習階段之教案依序分配給三位於國小服務之審查委

員。而國高中教師則為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出身，包含國一至高三共六

個年級的課程，故國中及高中之教案依序分配給兩位於國中服務之審

查委員。 

表 5- 10 教案審查分配表 

負責教案 

之教育階段 
教案領域 教案單元名稱 

審查 

委員 
服務學校 

一 
國小 

1-2 年級 
生活 省水小尖兵 王玫君 

教師 
新北市 
板橋國小 健康與體育 校園中的水 

二 
國小 

3-4 年級 

自然科學 「集」流 fun「水」 蔡采芬 
教師 

基隆市 
仁愛國小 社會 大旱臨頭 

三 
國小 

5-6 年級 

自然科學 水線任務 陳幸岑 
教師 

台北市 
東門國小 綜合 我愛地球，我節水 

四 國中 
社會 

畫出「水」台灣 
—台灣水資源海報設計 黃川玲 

教師 
新北市 
鶯歌國中 

綜合 
跋山「省」水 

—家庭節水大作戰 

五 高中 
社會 

「不留餘地」 
—校園雨水收到哪裡去 黃姿榕 

教師 
新北市 
忠孝國中 

選修 
「飯飯」而談 

～營養午餐的水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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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教案審查進行時程如表 5- 11 所示，由教育相關人員撰寫完節

水利用教案後，八月中寄出教案給審查委員進行第一次書面審查，審

查期間約兩週，兩週後八月底再由審查委員將審查完之教案、審查意

見表以回郵信封寄回。一週內由教案設計者依照審查意見表修改完

成，並於九月中寄出教案進行第二次書面審查，於十月初寄回審查完

之教案，進行最後的教案定稿工作，整個教案審查時程約兩個月。 

表 5- 11 教案審查時程表 

時間 重要事項 

107.8.10(五) 學校寄出一審教案 

107.8.30(四) 
審查委員以回郵信封寄回第一次審查資料 
(含須修改之教案、審查意見表) 

107.9.14(五) 寄出修改後之二審教案 

107.10.4(四) 
審查委員以回郵信封寄回第二次審查資料 
(含須修改之教案、審查意見表) 

 教案審查標準為參考現行教案設計比賽進行修改，如表 5- 12 所

示。審查項目總共有八項，每一項都有說明教案需達到的標準，也就

是審查依據，而審查項目之訂定主要是讓最終修定完之教案，都能符

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教學內容，並能融入節水概念教導環境教育議

題，且教案之教學活動設計流暢、教學目標能符合該學習階段學生能

力，教案所有參考資料及學習單等附錄皆已附上，讓教師拿到教案後

是可真正實施在課堂中，期許能幫助教師減少備課壓力又能帶給學生

更多元化的環境教育課程。 

表 5- 12 教案審查標準說明表 

審查項目 審查依據 

1.教學活動設計符合十二年

國教課綱所訂定之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設計的內容，是否符合教案第二部分教

學重點所寫之教學內容項目。 
2.教學活動設計確實融入環

境教育議題。 
教學活動設計的內容，是否有將教案第一部分融

入議題所寫之環境教育主題的概念納入。 

3.教學活動設計可確實傳達

節水概念並落實於生活中。  

教學活動設計的內容，是否有教導或傳達學生水

資源的重要性、節水方式等概念以及可落實於生

活中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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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活動設計符合該學習

階段之學生能力。 

教學活動設計的內容，是否符合該學習階段學生

所能負擔之能力，內容可富有挑戰性，但無難度

過高之情形。 
5.教學活動設計具體、流暢且

完整，可實施於課堂。 
教學活動設計的內容是否具體、轉換流暢，並且

教學內容完整無缺漏，可真實於課堂中實施。 

6.教學目標及評量方式具體

可行。 

教師所訂定第二部分教學重點之教學目標的內容

具體，且第三部分教學活動之形成性評量是否搭

配教學目標設定具體、明確之評量方式。 
7.圖文媒體等資料已註明出

處。 
教案中所需用到之影片、圖片、書籍等資料是否

皆以在參考資料或圖片旁註明資料來源為何。 

8.教案應備附件齊全。 教案中所需用到之學習單、桌遊、閱讀資料等是

否皆已在附件附上。 

教案審查委員在進行書面審查時，須替每一份教案填寫一份教案

審查意見表，依照意見表上方已寫好之教育階段、領域、名稱等，填

寫該份教案之審查內容。審查意見表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可參照附

錄。第一部分審查標準依上述所訂定之八個項目，若有達到即勾選「

是」，若僅有部分地方需進行修改，可勾選是並簡要寫出需微調之處，

如「是，須修改的部分為：請標示 XX 圖片之出處」，若完全未達

到則勾選否並簡要寫出須修改的部分，如「否，須修改的部分為：

教學活動設計流程需調整」。若需修改之處很多，可直接於教案上以

原子筆進行標註。 

 而第二部分教案審查綜合評述，審查委員需詳細填寫此份教案之

設計優缺點及調整建議等。並依照第一部分所勾選之情形決定此份教

案為通過、修改後通過亦或是尚需修改後再進行審查，詳細依據可參

照表 5- 13。 

表 5- 13 教案審查結果依據參照表 

審查結果 審查依據 

通過 審查項目勾選「是」達五項以上 
(含五項)即為通過，不需二次審查。 修改後通過 

尚需修改後再進行審查 
審查項目勾選「是」未達五項以上(含五項)，

需修改後進行二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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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各學習階段教案分析 

 經由專家會議後確立之教案格式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教

案基本資料，包含教案單元名稱、教案設計者、經挑選出需撰寫教案

之所有學習內容的課綱分析整理、本教案所適用之教育階段、學習領

域、所需教學時間、融入議題，以及設計者撰寫此份教案之設計理念

為何。第二部分教學重點則包含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所訂定之各領域該

有的學習表現、學習內容、核心素養及教師於本課程中所訂定學生需

達成的教學目標，其中學習表現為預期學生面對該領域相關議題時所

展現出的能力，而學習內容即為本次計畫所盤點學生所需學習的知

識，核心素養則為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具備的知

識、能力、態度。 

第三部分教學活動主要包含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大

塊，準備活動為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發展活動進行主要教學，綜合

活動則可以進行總結或複習本節課所學內容。而在教學過程中所運用

的可輔助教學的媒材、教具等稱為教學資源。配合教學目標，在課堂

進行當下評量學生學習狀況即為形成性評量。 

表 5- 14 各學習階段教案設計單元名稱統整表 

學習階段 對應年級 領域 單元名稱 

一 
國小 

一、二年級 
生活 省水小尖兵 

健康與體育 校園中的水 

二 
國小 

三、四年級 
社會 大旱臨頭 
自然 「集」流 fun「水」 

三 
國小 

五、六年級 
綜合 我愛地球，我節水 
自然 水線任務 

四 國中 
社會 

畫出「水」台灣 
—台灣水資源海報設計 

綜合 跋山「省」水—家庭節水大作戰 

五 高中 
社會 「不留餘地」—校園雨水收到哪裡去 
選修 「飯飯」而談－營養午餐的水足跡 

表 5- 14 為各學習階段初步設計之教案單元名稱，而以下會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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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之教案設計內容進行分析，詳細教案可參考附錄： 

一、第一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經課綱盤點後需撰寫教案之學習內容如表 5- 15 所

示。生活領域包含兩個生活事務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環境之美的

探索與愛護兩個課題，共五項學習內容。健康與體育領域之課題是群

體健康與運動參與，學習內容僅一項。 

表 5- 15 第一學習階段與水資源相關課綱分析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 課題 學習內容 

一 
國小 
一年級

二年級 

生活 
課程 

生活事物特性的 
探究與創新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4 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

創新 

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健康與

體育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a-I-1 生活中健康環境的認

識、體驗與感受 
備註：學習內容第一碼為項目代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第三碼為流水號。 

 第一學習階段之生活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1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六節課。前四節課，教師會先帶領學生至水資源相關教育

機構進行校外教學，本教案以北部自來水博物館為例進行撰寫。參訪

過程中，學生需仔細聆聽導覽教學、參觀該期主題展覽，並完成園區

之探險地圖，以及親水活動體驗教育如生態景觀步道等。第五、六節

則是回到教室後播放環境變遷相關影片，並帶領學生針對影片所看到

之內容，進行節水好方法的討論，探討哪些方式是身為學生可執行

的。最後請學生將有效或有趣之方法畫在教師所發下的遊戲卡上，再

進行節水翻翻樂活動，並於下課前再次複習節水方法，也可搭配聯絡

簿或每日記錄表，協助學生於生活中更加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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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1 第一學習階段生活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第一學習階段之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2 所

示，本教案共規劃兩節課。第一節教師先以繪本《來喝水吧!》導入

水的重要性，再與學生討論何為節約用水，並帶領學生到校園裡尋找

何處有水的蹤跡，如洗手台、廁所、生態池等等，回到教室後進行「聽

你說聽我說」活動請各組記錄下剛剛所看到的內容並上台分享。第二

節課教師準備長條紙卡及圖畫紙、學生準備彩色筆，請學生參考上一

節課所討論分享之內容，在長條紙卡寫下屬於自己的節水標語、圖畫

紙則是畫下自己執行節水生活的樣子並彩繪裝飾。後續教師可發下記

錄簿，請學生記錄每日所做的節水方法，並定期收回評閱。 

 

圖 5- 22 第一學習階段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二、第二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經課綱盤點後需撰寫教案之學習內容如表 5- 16 所

示。社會領域課題為互動與關聯，共兩項學習內容。自然科學領域課

題為自然界的永續發展，亦為兩項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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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6 第二學習階段與水資源相關課綱分析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 課題 學習內容 

二 
國小 
三年級

四年級 

社會 互動與關聯 

Ab -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Ab -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自然 
科學 

自然界的 
永續發展 

INg-Ⅱ-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

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中的

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都是有限的，

需要珍惜使用。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

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做起。  
備註：學習內容第一碼為項目代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第三碼為流水號。 

第二學習階段之社會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3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三節課。第一節播放講解水資源困境之新聞影片，並帶領

學生根據影片中的內容進行延伸討論，討論之問題主要有台灣缺水的

問題及原因、缺水對不同產業造成的影響、缺水的解決方案等。接著

進行教室內的限水體驗活動，除了廁所及飲用水不限之外，其餘打

掃、洗餐盒等皆讓學生從有限的幾桶水中取用，體會水資源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第二、三節課在進行節水相關之桌遊《大旱臨頭》，並於

遊戲結束後帶領學生討論在遊戲中扮演不同角色時的心情及體驗感

想。最後請學生於聯絡簿中記錄確實執行之節水行為，期望學生落實

節水於真實生活中。 

 

圖 5- 23 第二學習階段社會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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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習階段之自然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4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首先介紹水資源的來源為降水後，經由建造水庫

儲水再由自來水公司處理配送至家家戶戶，而後介紹各地特殊的節水

方式，如霧氣回收、海水淡化、家庭節水等。並由影片導入台灣已裝

置之雨水貯留設施，講解設施的原理及貯集水之用途為何。最後教師

發下學習單，讓學生在學習單上自由創作自己家庭的集水桶樣式，並

寫下貯集水於家庭的用途。 

 

圖 5- 24 第二學習階段自然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三、第三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經課綱盤點後需撰寫教案之學習內容如表 5- 17 所

示。綜合活動領域課題為社會與環境關懷，共兩項學習內容。自然科

學領域課題則為自然界的永續發展，亦為兩項學習內容。 

表 5- 17 第三學習階段與水資源相關課綱分析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 課題 學習內容 

三 
國小 
五年級

六年級 

綜合 
活動 

社會與環境關懷 
Cd-II-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自然 
科學 

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

發展息息相關。  
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

環境的意涵。  
備註：學習內容第一碼為項目代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第三碼為流水號。 

第三學習階段之綜合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5 所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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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共規劃四節課。第一節課教師先發下記錄簿並播放紀錄片《水的

戰爭》剪輯版，請學生在記錄簿上記錄影片內容，回答若水資源消失

可能引發的危機、若停水生活會怎麼改變等問題，並交代學生下次上

課前需查詢台灣的用水狀況、缺水原因等資料以便下節課使用。第二

節課以小組方式討論組內查到的資料、統整後寫在白板上並發表，最

後全班一起整理出身為學生可以為缺水做些什麼貢獻。第三、四節課

則是帶領學生到校外環境教育機構參訪，如濕地故事館等，並於參觀

完請學生反思若生活中沒有節約用水會對環境帶來什麼影響，期望學

生皆能成為節水保育大使，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圖 5- 25 第三學習階段綜合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第三學習階段之自然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6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首先將班上學生分組並說明團隊需要解決的任務

為台灣是否缺水?有什麼解決辦法?接著發下各組與水資源相關之閱

讀資料，每組皆會拿到五份主題分別為(一)台灣缺水嗎?(二)家庭省水

(三)水足跡(四)省水標章(五)雨撲滿之資料，將資料按小組組員編號依

序分配、閱讀。而後將各組同編號之成員聚集成專家小組共同討論文

章重點，最後再回到原學習小組與組員分享自己閱讀之資料，各小組

需從這五份閱讀資料中，尋找、延伸團隊任務之答案，然後發表小組

創意解答，再由各組依據版面呈現、口語表達、創意度、問題答等四

方面評分，表揚優秀小組。以期學生透過討論了解台灣缺水現況並想

出可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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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6 第三學習階段自然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四、第四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經課綱盤點後需撰寫教案之學習內容如表 5- 18 所

示。社會領域課題為基本概念與台灣，而綜合活動領域課題則為環境

保育與永續，兩個課題皆僅有一項學習內容，分別為地理科目之台灣

水資源分布，以及童軍科目之永續發展省思。 

表 5- 18 第四學習階段與水資源相關課綱分析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 課題 學習內容 

四 國中 

社會 基本概念與台灣 地 Ac -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綜合 
活動 

環境保育與永續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

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略的實踐與省

思。 

備註：學習內容第一碼為項目代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第三碼為流水號。 

第四學習階段之社會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7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第一節先播放《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影片，

讓學生了解水循環後，再來搭配閱讀資料一、二介紹台灣的河川與地

下水之分布情形、特性。第二節則是播放《全球未來十年最大威脅：

已無法忽視的水問題》並搭配閱讀資料三探討台灣水資源危機，最後

請學生將所學內容繪製成心智圖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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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7 第四學習階段社會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第四學習階段之綜合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8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第一節播放影片《你知道你一天浪費了多少水

嗎?》引起學生動機，再發下家庭節水大作戰學習單，教導學生如何

計算水費以及水表該如何觀看。再以影片《合心協力救地球》講解節

水方法，並預告下次需完成學習單上記錄家庭節水方法的欄位。第二

節課先帶領學生繼續完成學習單，而後再以世界咖啡館之方式進行討

論。首先請各組選出一位桌長，引導組員討論節水方式，接著桌長不

動，組員輪流跑組再次進行節水方式討論，每次討論之重點需記錄於

桌上，最後再回到原小組決議有效又富有創意之省水妙方並發表。 

 

圖 5- 28 第四學習階段綜合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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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經課綱盤點後需撰寫教案之學習內容如表 5- 19 所

示。社會領域課題為地理系統，學習內容僅一項為地理科目之氣候、

水資源與人類生活。而選修課程之課題則為資源與能源，共三項地理

科目之與水資源相關學習內容。 

表 5- 19 第五學習階段與水資源相關課綱分析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 課題 學習內容 

五 高中 

社會 地理系統 
地 Ba -Ⅴ-5 探究活動：氣候、水資源與人

類生活。 

選修

(加深 
加廣) 

資源與能源 

地 Ja -Ⅴ-1 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

關係？ 
地 Ja -Ⅴ-2 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和國家、

區域的經濟發展有何關係？ 
地 Ja -Ⅴ-5 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如何永續利

用？ 
備註：學習內容第一碼為項目代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第三碼為流水號。 

第五學習階段之社會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29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第一節課首先運用網站資料，讓學生觀看台灣水

庫即時水情及台灣地區主要水庫蓄水量四季之變化，討論可能的原因

與集水區之情況。再由教師擷取臺北、臺中、雲林、高雄、花蓮等測

站各月份累積雨量，請各小組繪製雨量折線圖並進行判讀。接著發下

臺灣分區季節雨量的氣候特徵之閱讀資料，請學生針對文本回答學習

單之問題，如夏季哪個區域降雨較多?原因為何?春雨哪個區域降水仍

不明顯等等。最後再比較自己繪製的折線圖與閱讀資料上之差別，是

否有相同趨勢等。第二節課再帶領學生至校園或臨近地區進行雨水貯

留系統踏查，以了解雨水貯留系統之組成及各項設施用途，並運用上

一節課所學習之內容探討貯水量水位之高低，以及校園的貯留水可如

何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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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9 第五學習階段社會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第五學習階段之選修領域教案活動設計內容如圖 5- 30 所示，本

教案共規劃兩節課。第一節課先從營養午餐導入食農教育，播放水稻

成長縮時影片，再介紹水稻種植過程，包含打田放水、培育秧苗、插

秧、收成等步驟，並準備白米、糙米、胚芽米讓學生配對稻穀與處理

後可出售的米之差別，以了解稻穀脫去外層成為白米之過程。第二節

課由二十四節氣導入稻米之生長會受到溫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響之

概念，並發下閱讀資料講解水足跡概念，了解台灣水稻之水足跡，最

後請學生反思自己該如何面對食物浪費及缺水的問題。 

 

圖 5- 30 第五學習階段選修領域教案設計內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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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節水百科規劃與設計  

近幾年來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在台灣極端降雨的發生次數也逐漸

的增加，根據中央氣象局(民國 99 年)指出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頻

繁，降雨季節集中，雨量多呈現夏豐冬枯現象，且水資源更是人們生

活與各級產業之所需，為了保有估水期間有乾淨水資源供各界使用，

因此水利署自民國 96 年起除了倡導雨水貯留及再利用，更早在民國

89 年發行節約用水季刊提倡節省用水，宣導水資源之重要性。再者 
水利署亦發行多樣化主題的水資源資訊，作為民眾宣導使用。在隨著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爆炸的趨勢下，為提升大專生通識課程或民眾查

閱之便利性，本計畫以節水百科方式，形成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達到教育宣導之成效，以提升水利署施政之信心。 

5.3.1 節水百科規劃流程 

 節水百科設計規劃流程可以分為 5 步驟，如圖 5- 31，分別為從現

行資料蒐集彙整，進一步與專家會議討論，完成主要綱要題目及次要

綱要題目的確立，並以所蒐集彙整的國內外水資源資料撰寫各項百科

內容，並會同水利署進行內容之確立，最後搭配圖面呈現，以供後續

民眾查閱。 

 

圖 5- 31 節水百科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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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蒐集綜整 

本計畫之節水百科未來將建置在水利署相關節水資訊網以供查

閱瀏覽使用，是故將蒐集各式相關節水資料，查閱相關文獻及網路資

源，相關文獻包含水利署發行之節約用水季刊，水資源與環境保護、

雨水利用等相關文獻，網路相關資源如表 5- 20，包含水利署節水資

訊網、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水環境 O2O 教育官方

網站、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東京都水道局、德國雨水回收與再利

用協會等，並進行資料的彙整分類之作業，以強化節水百科完整性。 

表 5- 20 國內外節水相關資訊網站表 

名稱 網站 

經濟部水利署

節水資訊網 http://www.wcis.org.tw/ 

台灣 
自來水公司 https://www.water.gov.tw/mp.aspx?mp=1 

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 http://www.water.gov.taipei/ 

水環境 O2O 
教育官方網站 http://water.caece.net/ 

美國 
環境保護署 https://www.epa.gov/ 

東京都水道局 https://www.waterworks.metro.tokyo.jp/kurashi/shiyou/sessui.html 
德國雨水回收

與再利用學會 http://www.fbr.de/ 

二、綱要標題 

節水百科主要目的為推廣「節約用水」概念予大專生及社會大

眾，故百科之綱要標題主要分為兩大部分進行細項訂定，且訂定方向

為節水概念運用於生活及科技等領域之案例，讓民眾了解該如何從生

活中著手進行節水生活。 

二、專家會議 

經由前階段綱要初步擬定後，本計畫聘請具環境、水利、教育背

景及多年相關節約用水及雨水利用經驗之專家學者，以討論會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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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藉由各個專家學者專業的學術及實例經驗，進行節水百科一級綱

要及二級綱要確立，並會同水利署同意認可後，再進行百科內容撰

寫，以達到本計畫節水百科的專業性、教育性及正確性。 

三、百科編撰 

本計畫節水百科主要作為節水議題教育宣導之使用，並建置於 
水利署相關水資源網站中，且該網站主要整合各類型節水議題，以便

於大專生或其他民眾瀏覽查閱與了解認識，故呈現專業性及正當性的

知識內容，本計畫以國內外文獻為基礎進行節水百科內容撰寫，以強

化本節水百科正面教育宣導之成效。 

四、視覺美編與成果呈現 

經由前述縝密的流程規劃，撰寫出完善的節水百科內容，此階段

為視覺輔助呈現，而現今為資訊速食時代，大量資訊每天不斷地被創

造，為了提升觀看者直覺式的視覺觀感、視覺的舒適度及瀏覽的主動

性，本計畫欲以文字解釋相關百科綱要及次綱要並搭配視覺圖面輔助

呈現節水百科各類名詞。 

5.3.2 節水百科參考資料 

此部分進行國內外的相關節水知識文獻資料的收集，資料來源包

含書面文獻資料與網路資源。相關書面文獻，包含水利署發行之節約

用水季刊、水資源與環境保護、雨水利用等相關書籍資料與網路資

源，再將收集到的文獻依據文獻內容摘錄整理，如表 5- 21 所示。文

獻收集彙整格式分為一級綱要、二級綱要、原文綱要及原文摘錄，可

做為百科內容編撰重要參考依據，而參考來源彙整格式則如表 5-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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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1 文獻收集彙整格式 

編

號 
一級綱要 二級綱要 原文綱要 原文摘錄 

4. 水資源 水循環 凝結 
水氣在空氣中因遇冷而變為液

態的過程。 

5. 水資源 水循環 降水 
即是大氣中的水汽變成水滴或

冰晶降落至地面的現象。 

表 5- 22 資料收集參考來源彙整格式 

編

號 
資料來源 

1.  
節約用水資訊網。 珍惜水資源。2018 年 4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wcis.org.tw/Home/Reuse_2 。 

2.  
王文江。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台北市: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

展基金會。P.4-1 

3.  
克雷格•梅登(Craig Madden)、艾咪•卡蜜迪(Amy Carmichael)。不能沒有

水:101IDEA，荷包滿滿愛地球!。台北市: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183 
4.  南區水資源局兒童網站。取自 https://www.wrasb.gov.tw/child/content5-2.html。 

5.  
王文江。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台北市: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

展基金會。P.3-2 
6.  國立編譯館主編。環境科學大辭典。臺北市:文景書局。 

而經專家會議幾次修改後，節水百科所篩選出最終編撰內容之主

要參考資料如表 5- 23 所示，為資料收集統整表之節錄內容。 

表 5- 23 節水百科參考資料表 

一級

綱要 
二級綱要 參考資料 

生活

節水 

(一)節水器材 1. 節水紀實第二十二期 

(二)洗衣節水 

1. E 河川知識服務網

https://e-river.wra.gov.tw/System/QA/DealData.aspx?s=
85C8A98EF70B085C&index=50BA11341FA8F51C&s
m=CB2F34AD2E8759EA 

2. 洗衣房省水小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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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fo.babyhome.com.tw/article/2051?page=3 
3. 中時洗衣省水大作戰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2200051
8-260117 

4. TVBS 台灣現水荒 主婦洗衣撇步「低泡性」省水

https://news.tvbs.com.tw/life/575928 
5. 親子天下夏天電費用量增加，每天洗衣最耗電？該怎

麼省？ 
https://goo.gl/fjgjbj 

(三)廚房節水 

1. 省水大作戰！廚房二次用水你還可以這樣做！

http://food.ltn.com.tw/article/1098 
2. E 河川知識服務網

https://e-river.wra.gov.tw/System/QA/DealData.aspx?s=
85C8A98EF70B085C&index=50BA11341FA8F51C&s
m=CB2F34AD2E8759EA 

(四)浴室節水 

1. E 河川知識服務網

https://e-river.wra.gov.tw/System/QA/DealData.aspx?s=
85C8A98EF70B085C&index=50BA11341FA8F51C&s
m=CB2F34AD2E8759EA 

2. 消臭劑用得不好恐傷身 抓毒博士教你除廁所、冰箱

異味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6/3065716 

(五)庭園節水 

1. 節水用水技術手冊

https://www.wcis.org.tw/Content/library/pdf/h_5.pdf 
2. 節約用水資訊網

https://www.wcis.org.tw/Home/Home_1 
SMART HOME WATER GUIDE 
http://www.smarthomewaterguide.org/water-efficiency-a
round-the-home 

(六)洗車節水 

1. 日本能量變化網

https://enechange.jp/articles/save-water-car-wash#i-2 
2. 節約用水資訊網

https://www.wcis.org.tw/Home/Home_1 

(七)家庭檢修

與查漏 

1. E 河川知識服務網

https://e-river.wra.gov.tw/System/QA/DealData.aspx?s=
85C8A98EF70B085C&index=50BA11341FA8F51C&s
m=CB2F34AD2E8759EA 

(八)智慧節水 
1. 上海：“智慧節水＋合同節水”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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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3/c_1122825219.htm 
2. 王文江。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台北市:財團法人

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3. 安研科技公司

http://www.anasystem.com.tw/groundwater-monitor/ 
4. 中水利用供水系統

http://163.23.111.222/yes/ecoedu/energyedu/savewater/
midwater.htm 

5. 「智慧水管理．永續水資源」 桃市智慧城市論壇推

智慧節水 
https://www.atanews.net/?news=45540 

(一)生態廁所 

1. 健行筆記

https://tw.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
=2413 

2.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96953 

3. 智慧財產局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supply_search_
data.aspx?sn=28816 

4. 張龍、劉勁松、谷飆。免水型生態廁所於旅遊景區的

應用研究。 
5.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生態廁所設置標準之研究。內政部

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智慧花園 

1. 省水花園建造實用指南。 彼得．羅賓森。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76696 
2. 李涵茵。2015。花壇植物耐旱指標篩選及水分管理之

研究。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3. 陳維婷，楊琇晴。節水、少化肥 美加「有機園藝」

漸風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27931。2018/08/28 瀏覽。 
4. 鄭浩。耐旱植物花園 既美觀又節水。新唐人電視台。

http://www.ntdtv.com/xtr/b5/2015/04/09/a1189774.html
。2018/08/28 瀏覽。 

5. CENTER CIRCLE。Descanso Gardens Guild。
https://www.descansogardens.org/visit/gardens/。
2018/08/28 瀏覽。 

6. 10 best drought-tolerant plants for your garden。Eden 
Project。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186 
 

https://www.edenproject.com/learn/for-everyone/10-best
-drought-tolerant-plants-for-your-garden。2018/08/28 瀏

覽。 
7. 24 Best Drought Tolerant Plants That Grow In Lack Of 

Water。Balcony Garden Web。
http://balconygardenweb.com/24-best-drought-tolerant-p
lants/。2018/08/28 瀏覽。 

8. Drought-resistant plants。RHS Gardening。
https://www.rhs.org.uk/advice/profile?PID=397。
2018/08/28 瀏覽。 

(三)節水漁業 
1.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210508 

節水養蜆系統的生態調查與台灣蜆的濾食研究。陳陽

德。 

(四)節水農業 

1. 台南農改場推節水農業 觀摩虎尾花卉專區滴灌設施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68683 
2. 任光翠。節水農業技術概述。 
3. 田雲生、張金元。節水措施與管利灌溉施肥技術推展

現況。台中區農業專訊。 
4. 以色列的農業科技：滴灌與節水

http://www.artsomegroups.com/article/2003/ 

(五)人工增雨 
1. 氣象百科

https://www.cwb.gov.tw/V7/knowledge/encyclopedia/m
e035.htm 

(六)水足跡 

1. 周嫦娥、李繼宇、林惠芬、阮香蘭。企業水資源管理

新指標—水足跡。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7 期。

https://saturn.sipa.gov.tw/SPAEPI/pollutionControlTech
nologyByFile.do?fdid=761483cb-00f9-4665-9491-cb7fa
cc0cf0a&clickType=web 

(七)魚菜共生 1. 魚菜共生系統原理與方法。台南農改場。 

(八)雨水貯集

利用 

1. 節約用水資訊網。雨水貯留供水系統手冊。

https://www.wcis.org.tw/Content/library/pdf/book1-1.pd
f 

(九)霧氣收集 
1. 從霧氣中取水的實驗與探討－以苗栗三義茶園攔截

霧水實驗為例 
https://goo.gl/jRE3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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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節水百科綱要標題 

 節水百科綱要標題如圖 5- 32 所示，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

分生活節水，說明家庭中各場所的節水方法，包含介紹省水器材、洗

衣節水、廚房節水、浴室節水、庭園節水、洗車節水、家庭檢修與查

漏、智慧節水等八個細項。第二部分則為其他節水技術與方式，介紹

世界各地及新興科技搭配節水概念應用之實際案例，包含生態廁所、

智慧花園、節水漁業、節水農業、人工增雨、水足跡、魚菜共生、雨

水貯集利用、霧氣收集等十個細項。 

 

圖 5- 32 節水百科綱要標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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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節水百科編撰及視覺呈現 

 為使較為生硬之節水百科內容更為親民，文字的部分在每一個章

節開頭都特別加入口語化的引言，例如以兒歌歌詞、設問句、感嘆句

等方法開頭，並盡量以較親切易懂之文字敘述百科艱深之專有名詞，

期望讓閱讀的民眾在看百科的同時亦能與自身生活經驗產生共鳴、連

結，並藉此將節水方法套用在生活當中。 

而在視覺呈現的部分，則特別將百科搭配生動的插圖，如圖 5- 33
所示。有別於一般單純描繪風景、事物的圖畫，本團隊創造一位百科

小老師的角色，如圖 5- 34 所示，將節水百科之內文以百科小老師的

身分介紹，讓民眾透過文字搭配插圖進行閱讀的過程中，能避免產生

於翻看字典、百科全書、經典史籍時常有的厭惡感，而是吸引民眾更

想往下閱讀、了解還有哪些方法可以應用在生活中。詳細節水百科內

文可參考「附錄八、節水百科」。 

 

圖 5- 33 節水百科圖文搭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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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4 節水百科小老師角色插圖 

5.4 節水利用教育推廣方式 

 修改並定稿後之十份節水利用教案，除了放置於本計畫所建

置之「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供教育工作者自由下載

使用外，亦會上傳至教育領域相關網站，如教育雲、教育大市集等眾

多教師於雲端分享教學知識的網站，如圖 5- 35 所示，以增加節水利

用教案之曝光率，提供在職教師面對即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綱時，

設計教案、課程之參考。 

 

圖 5- 35 教育大市集上傳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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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計完成之節水百科，除了一樣會放置於本計畫所建置之「雨

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供社會大眾自由下載觀看外，亦

會多放置於水利署原先已建置之「節約用水資訊網」，提供使用者更

加新興之節水資訊。期望透過這兩個線上平台管道能將節水百科推廣

至更多族群，以宣導「節約用水」之概念並將其真正落實於生活中。 

 

5.5 教育推廣綜合分析 

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教案之建置與推廣工作，主要分為兩部份進

行，第一部分節水利用教案，首先盤點教育部所公告之十二年國教社

會、自然科學、綜合活動、生活課程、科技及健康與體育六大領域之

課綱，並從中挑選出與水資源、節約用水相關之學習內容，共有 274
項。再進一步將其分成水與環境、水資源永續發展、水與科技三大類

別，並於各領域分別挑選兩項學習內容，撰寫成十份示範教案。 

每份教案都需符合八項審查標準，並由在職教師擔任審查委員進

行書面審查，使通過審查之教案具備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節水概念

並可實際運用於教學場域之特色，讓教師可以拿到教案後立即教學，

替教師節省備課時間又可增加課程多元性。而第二部分節水百科，則

是先蒐集國內外相關網站、書籍、研究等資料，並於擬定百科大綱後

召開專家會議進行審查，審查完成後再進行百科內文編撰及插圖等視

覺美編設計。 

透過完成這兩部分的工作項目，本計畫將定稿後之教案及百科放

置於網路平台上，能有效增加其曝光率、方便檔案之取得，並且能達

到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推廣之目的—節水教育宣導之成效。可惜礙於十

二年國教課綱尚未真正實施，教案無法實際於課堂試教獲得更即時之

回饋，然本計畫已完成節水利用教案及節水百科，待明年課綱上路後

即可安排試教，並擴充設計節水利用示範教案之份量，提供更加完整

之教育推廣教材，以宣導節水教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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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06 暨 107 年 11 月第一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北水局 補助案 地方稅務局 54         46.526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市中山路2段165號

縣政府 徐士

哲

稅務局 林志

鴻

03-9251000#8021
03-9325101#294

joehsu@mail.eland.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羅東鎮成功國小 60         51.600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00號
蕭維霆 主任

許文傑 主任

03-9542156#102
03-9542156#103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壯圍鄉公所 98         84.280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壯圍鄉壯志路一號 黃銘藝 先生 03-9388776 mingyi99@mail.eland.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宜蘭市光復國小 170       146.200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60號 黃韋力 先生 0920320128 sinbad@il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蘇澳國中 328       266.634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1號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ilf30@tmail.il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4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蘇澳鎮公所 2200 2,200
將等屋頂隔熱工程預計11月初施作完成

後才復工，雨水貯留設施預計11/30復工

，預計12/28完工

宜蘭縣蘇澳鎮蘇港路215號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sa232@suao.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2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宜蘭縣寒溪國小 286       230.943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 16 號楊 主任
03-9517441#202
0916026524

freedly28@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宜蘭縣同樂國小 1790    1,297.975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縣員山鄉新城路84之4號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huei@tmail.il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4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宜蘭市凱旋國小 504     498.782 已完工，已請款 宜蘭市凱旋路130號 李元煌 主任
03-9253793#101
0912303498

m030872@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基隆市文化局 1772 1772 11/16再次公告招標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
號

陳先生 02-24224170#326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北水局 委辦案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 5136 5136 預計11/30公告招標，目前還在跑發包簽

呈，於明年初完工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40-1號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北水局 委辦案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4354 4354 預計11/30公告招標，目前還在跑發包簽

呈，於明年初完工
基隆市暖暖區東碇路15號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北水局 委辦案 基隆市武崙國小 300 300 已完工，已請款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街203號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ben@wlps.kl.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基隆市德和國小 852 852 已完工，已請款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164號謝 主任 02-24278095#30 yih0928h@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8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補助案 中壢區公所 790       647.800 已完工，已請款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號陳獻章 先生 03-4271801#6036 t7511023@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 1341 1341 已完工，預計11月底前請領剩餘款項，

852572元。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280號邱科員 03-3379119#683 10028090@mail.tycg.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0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桃園市-復旦國小 20 12 已完工，已請款  324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1號鄧及人組長
0915-355-561
03-4917491#311 fd124@fdes.t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新竹市政府 35         34.925 已完工，已請款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何志興 先生

李先生

03-5216121#216
03-5216121#418

03063@ems.hcc
g.gov.tw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委辦案 新竹市三民國中 500       391.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竹市自由路95巷15號 郭先生 03-5339825#131 homesu01@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水局 撤案 新竹市培英國中 2741 0

北水局 委辦案 新竹市光武國中 1788 1788 已完工，預計11/30請款，1788000元。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12號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03-5772402#702

liu1116@gwjh.h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0月
工程完工

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iverson6804@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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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06 暨 107 年 11 月第二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北特局 委辦案 泰山區義學國小 2132    1,963.75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30號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minkai@yse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4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撤案 中和區自強國中 1982 0
北特局 撤案 中和區自強國小 1678 0

北特局 委辦案 新店垃圾焚化廠 1407    1,050.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1號莊小姐 02-2214-2022#102 al3325@ntpc.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三峽區民義國小 991       990.47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40號 宋長燕主任
02-2671-1895#830
0958-663-896

ayen33@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中和區景新國小 961       809.482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235中和區景新街467巷37號洪舜祥主任 02-2944-8021#830 gses03@jsp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雙溪國小 865       779.266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54號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0922452768

hppws@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泰平市民活動中心 568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鄉泰平里溪尾寮46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梅竹蹊市民活動中心 486 已完工，已請款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牡丹市民活動中心 441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里下坑36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魚行市民活動中心 431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鄉魚行里新店26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上林市民活動中心 424 已完工，已請款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長源市民活動中心 408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區長源里柑腳路19號2樓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共和市民活動中心 3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中山路41巷6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中和區光復國小 300       254.806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中和區光環路二段1 號
黃雅慧主任

吳麥生組長

02-3234-8645#666
02-3234-8645#661

yh0703@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瑞芳區瑞亭國小 266 266
已完工，預計12/7請領全部款項，232619

元。
新北市瑞芳區四腳亭埔路23號陳 主任 02-2497-1726#203 deeps46@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244       226.279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425號
鐘協佐主任

陳組長

02-2600-6768#8000
02-2600-6768#8001

v26006768@gm
ail.com
ao4695@ntpc.g
ov.tw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汐止區金龍國小 164       163.03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201號簡淑娟主任 02-2695-9941#230 sisij060852@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淡水區新興國小 95         95.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街123號
曾昭輝主任

李念怡組長

02-26203646#36
02-26203646#33

ab6573@ntpc.e
du.tw
cokafish@ntpc.e
du.tw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2,849.784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am6779@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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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06 暨 107 年 11 月第二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續)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北特局 委辦案 中和區中和高中 99         98.695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60號
劉添喜主任

鄭文婷組長

02-2222-7146#401
02-2222-7146#410

og@mail2.chsh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新莊區中平國中 98         98.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85號陳皇志主任 02-29908092#830 huang6141@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中和區秀山國小 98         97.65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2號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0934-190-496

yiyingju@mail.ssp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瑞芳區瑞芳國小 60         60.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瑞芳區龍川里中山路2號江明淵主任 02-2497-2058#130 sch132@sc.rfe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樹林區樹林國小 30         30.00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176號許碧章主任 02-26812014#831 f651004@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北特局 撤案 板橋區板橋國中 3073 0

北特局 委辦案 林口區佳林國中 481 481 已完工，已於8月份請款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268號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kayliu37@jljh.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瑞芳區九份國小 453 453 已完工，預計於9月底請款 新北市瑞芳區崙頂路145號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aploo14@hot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990 990 已完工，已於9月底請款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號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1 aplo14@hot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923       858.690 已完工，已請款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里行忠路899號林主任 02-2621-6139#12 general@tcses.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1364 1,364 已完工，預計12月初請領全部款項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02號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hles5104@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653       630.974 已完工，已於9月中請款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2號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ad09280517@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933       933.000 已完工，已於9月請款 新北市貢寮區真理里延平街10號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asen201288@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968 968 已完工，已於8月底請款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里內平林60號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AI1603@ntp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北特局 委辦案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923 923 已完工，已於9月初請款 新北市金山區忠孝一路111號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tomlo1234@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198 
 

附表 4 106 暨 107 年 7 月第三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中水局 委辦案 造橋鄉龍昇國小 76 2878 已完工，沒有各自請款經額 預計10月初

請款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8鄰16-1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苑裡鎮山腳國小 2194
已完工，沒有各自請款經額 預計10月初

請款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10鄰47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頭份市僑善國小 1300
已完工，沒有各自請款經額 預計10月初

請款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一路395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大湖鄉新開國小 1806 1,806
交由苗栗縣水利科辦理

已發包 預計12/7完工

屬於鯉魚台水庫集水區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四鄰25號謝富佑主任 037-951210#12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2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獅潭鄉永興國小 255 255 交由苗栗縣水利科辦理

已發包 預計12/7完工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村6鄰55-1號徐輝國主任 037-931292#13 shk@webmail.ml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2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北屯區陳平國小 782       768.0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58號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miyabi@mscpes.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南區和平國小 100         99.6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57號陳涵青組長 04-22613139#731 hpeschc@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潭子區潭子國小 390       294.566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35號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eagle19630821@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大里區大元國小 92         91.5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大里區現岱路60號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dypsta010@duyps.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霧峰區復興國小 100         97.5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霧峰區信義路50號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jianliu@fses.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北屯區三光國中 100         99.770 已完工，已請款 台中市北屯區40645三光一街77號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lulumie@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東勢區新盛國小 995       983.629 已完工，已請款 台中市東勢區新盛里新盛街342號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0912923179

lishingling@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清水區吳厝國小 291       289.0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吳厝路35號薛建成主任 04-26200864 #205 fire.ego@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大甲區大甲國中 1000       900.0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大甲區育英路186號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snoopymimi1895@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大肚區大肚國小 1777 1530.234 已完工，已請款 台中市大肚區華山路77號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tim@mail.ttes.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中正地政事務所 95 95 已完工，已請款 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36號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92011@taichung.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037-559595
037-359444

liuboju@ems.mia
oli.gov.tw
jam127@ems.mi
aoli.gov.tw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蔡佩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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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106 暨 107 年 7 月第三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續)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中水局 委辦案 水里鄉成城國小 253 235.392 已完工，已請款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二段150號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0933211402

cclung.c@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南投市嘉和國小 100 99 已完工，已請款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639巷80號林宗盛主任 049-2222430#121 joneslin@mail.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名間鄉中山國小 804 743 已完工，已請款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一段294號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0923156333 to6853@mail.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4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員林地政事務所 99 98.45 已完工，已請款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318號王先生 04-8320310#410 nd11@yl-land.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鹿港地政事務所 98 98 已完工，已請款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民權路152號陳先生 04-777-1375#6203 chenchienshun@kimo.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田中地政事務所 95 95 已完工，已請款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明慶街158號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ne211@tj-land.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北斗地政事務所 60 54.5 已完工，已請款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416號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mf307@bd-land.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撤案 和美地政事務所 900 0

中水局 委辦案 田中鎮新民國小 729 729.00 已完工，9月底請款 彰化縣田中鎮公館路320號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ihong0830@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8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芬園鄉文德國小 832       655.342 已完工 8月請款 彰化縣芬園鄉大竹村大彰路一段617號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sue480150301@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斗南鎮石龜國小 923 923
已發包 承辦人出公差 11/23回來 待回傳

資料

11/19開工 預計1/7完工
雲林縣斗南鎮石龜里南生路1號曾一鑫主任 05-5972354#12 starclass52@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8年才會

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西螺鎮文興國小 923 923 已發包  承辦人出差 11/21回來 待回傳資

料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新社路257號

戴淑端主任

李怡嫻主任
05-5863174#13 ylcwseswork@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8年才會

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金門日報社 98 95 已完工，預計五月請領全部款項95千元 金門縣金湖鎮成功村一號 黃堅堯先生
082-332374
0935933135

hjy@mail.kinmen.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中水局 委辦案 金門縣消防局 5000 4344 5月中開會，修正核定及基本設計

預計11/28開標
金門縣金寧鄉頂林路315號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m90606@kfb.kinmen.gov.tw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中水局 補助案 金門縣-國立金門大學 5079.893 2031.9572 預計11/27開標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一號 劉華嶽 先生
0935955311
082-313452 lhyhmhs@nqu.edu.tw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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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106 暨 107 年 7 月第四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 261 261 已完工，洗手台接管問題

預計11月請款 請款經額為346.809千元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2-1號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sf1234577@cyepb.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0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 30 0 計畫已申請撤銷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111號水利 吳鍾副 05-3620123#767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小) 40 0 案子沒有繼續申請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後庄16號林中平主任 05-2304511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鹿草鄉(鹿草國小) 51 0 撤案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長壽路221號李琇瑜主任 05-3752004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51         49.900 已完工 7月請款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423號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tles004@mail.tles.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小) 80 0 撤案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鄉三界村153號張世杰主任 05-2393485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95         95.000 已完工 六月請領全部款項 嘉義縣布袋鎮中安里頂厝1號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ggp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100         95.000 已完工 預計6月請款 嘉義縣溪口鄉溪北村中山路53號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904 ske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100       100.000 已完工 預計7月請款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林子尾66號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lin2771596@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100       100.000 已完工，預計5月請款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村南靖厝5號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lgp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165       161.896 已完工 預計8月請款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民生街1號
楊旭太主任

王志傑主任
05-2626545#115 mbp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444 444 已完工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二段937號賴主任 05-2952145#12 she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0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太保市(嘉新國中) 400 0 案子已撤案 嘉義縣太保市北新里017鄰中興路一段250號陳崇仁主任 05-2373029#116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中) 400 0 案子已撤案 嘉義縣水上鄉進學街45號 薛汝芳主任 05-2682024#13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417 417 已完工 預計11/30請款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55 號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sasp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國小) 923 0 案子已撤案 張維琴主任 05-2592188

南水局 委辦案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100       100.000 已完工，預計7月請款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村107 號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0934007299

chlps@mail.cy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7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小) 1400 0 案子已撤案 嘉義縣布袋鎮岑海里文昌街61號陳靖鈞主任 05-3476886#03

南水局 補助案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910 910 已發包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賴閣廷技正 05-2720411#23212 admktl@gcu.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2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南區(大成國中) 90         90.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306號
水利局張東興

許竣維組長

06-6322231#6703
0986-848-448
06-2630011#602

lhxsve@tn.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95         94.2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100號許耿肇主任 06-2309012#740 hwt0918@tn.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98         98.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東區東光路一段39號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tnashui@tn.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98         98.000 已完工，已請款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11號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ych0811@mail.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98         98.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227號馬尚文組長 06-355-9652#141 dindon66@66@kimo.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國小) 99         99.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里85號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tch6656@tn.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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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106 暨 107 年 7 月第四區雨水推廣申辦案件進度彙整表(續) 
洽辦

單位

案件

類型
案件名稱

核定

經額

106-107

實需金額
備註 單位地址 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設計情形 施工情形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99         99.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七股區大埕里395號黃英洲主任 06-7872076#240 ericbon@cgps.tn.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 100       100.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路一段755號吳中平主任 06-6222124#104 wujp0239@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七股區(三股國小) 100       100.000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七股區三股里100號蔡明忠主任 06-7880744#13 sges401@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220       215.274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北區文賢一路2號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hsuan19750504@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撤案 台南市安南區(青草國小) 663 0 撤案 台南市安南區青砂街二段105巷32號王韋程主任 06-2577631#820
南水局 撤案 台南市關廟區(關廟國小) 970 0 撤案 台南市關廟區文衡路121號歐明津主任 06-5952209#704

南水局 委辦案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1008       956.573 已完工，已請款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里75號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e17431@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3月
前工程完工

南水局 補助案 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 15089.23 6035.692 預計11/26開標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吳建緯 06-2757575#50632 z10606001@mail.ncku.edu.tw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南水局 委辦案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505       503.019 已完工，已請款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609號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suyouper@yahoo.com.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4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407       749.060 已完工，預計8月請款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4-5號黃旭州主任 07-6801153#31 hsc1759@gmail.com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8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800 407
高雄市府陳先生負責

已發包 變更設計暫時停工

預計11/30完工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01號事務組 陳信宏組長07-3495569#31 eric0702@kcg.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員工宿舍 1213.946 1213.946 自行設計中 承辦人助選中 11/26才會回

來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11號

自行設計努力

中；暫無需支援
設計中

南水局 委辦案 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圖書館 1152.574 1152.574 自行設計中 承辦人助選中 11/27才會回

來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11號

自行設計努力

中；暫無需支援
設計中

南水局 委辦案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334       328.258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10號
水利處胡孝賢

事務組黃組長

08-7320415#6849
0912195896
08-8322019#14

a001645@oa.pthg.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小) 680 589.184     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35號 李孟隆主任 08-8811045#14 principality0502@chlps.ptc.edu.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小) 923 903.626     屏東縣內埔鄉育文路73號 陳美倫主任 08-7793004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6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772 772 屏東縣崁頂鄉興農路29-11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崁頂鄉立幼兒園 600 600 屏東縣崁頂鄉興農路27-33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崁頂鄉圖書館 953 953 屏東縣崁頂鄉興農路29之11號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11月
工程完工

南水局 委辦案 崁頂鄉力社國小 827 827

屏東縣府胡先生負責

屬於鳳山水庫集水區範圍

已發包

預計12/1開工

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力社路36號馮心怡主任 08-8631544 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8年才會

完工

南水局 撤案 獅子鄉草埔國小 1169 0 屏東縣府胡先生負責 規劃設計中 4月底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1巷5號 林義光主任 08-870 1449

南水局 委辦案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796.995 797 預計11/30發包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林志勳 先生 08-732-0415#3831 a000769@oa.pthg.gov.tw
辦理發包設計前

置招標作業中
前置作業準備中

南水局 委辦案 台東市公所 967 898.025     已完工 台東市博愛路365號
工務課技士

賴俊豪

(089)333517
0910470981 ttcitye081@ttc.taitung.gov.tw已設計完畢

已發包；107年5月
工程完工

吳建國 07-680-1045#225

已完工

一同發包 請款經額為1821.068千元 已用

前面比例換算實際經費

育英國小屬於鳳山水庫集水區範圍

已完工 待回傳成效參數資料

預計11月底或12月初請款

請款經額為2104.791千元

屏東縣崁頂

鄉公所

建設課林先

生

08-8631144 kd089@mail.kandi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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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7.12.19 1030 新竹市三民國中 事務組 03-5339825#134 昨天才接到新竹市政府通知，目前還在合約標作業

2017.12.19 1100 三峽區民義國小 宋長燕主任 02-2671-1895#830 預計2月底完工並請款，目前沒有遇到困難

2017.12.19 1130 中和區景新國小 洪舜祥主任 02-2944-8021#830
目前還在委託設計圖中，預計1月底完成發包，因案件金額較大，管線安排

考量較多

2017.12.19 113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主任驗收中，下午1:30後再撥

2017.12.19 1130 中和區光復國小 黃雅慧主任 02-3234-8645#666 教育局先前告知會再發函通知請款事宜，學校會於接獲通知後請款

2017.12.19 1200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陳組長 02-2600-6768#8001 組長不在，會再回撥電話

2017.12.19 1450 汐止區金龍國小 簡淑娟主任 02-2695-9941#230 不在位置上1530後再撥

2017.12.19 1450 淡水區新興國小 曾昭輝主任 02-26203646#36 預計年底完工，請款事宜待教育局發文通知

2017.12.19 113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上課

2017.12.19 1510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標案開會中

2017.12.19 1520 中和區自強國中 楊欣怡主任 02-22259469#831 不在座位上，晚點回撥

2017.12.19 1520 中和區自強國中 楊欣怡主任 02-22259469#831 案子是水利局發包，學校不清楚

2017.12.19 1520 中和區自強國小 師麗碧主任 02-29557936#830 不確定工程是哪個，計畫是否有分期?

2017.12.19 1530 汐止區金龍國小 簡淑娟主任 02-2695-9941#230 12月底完工，1/18完成請款

2017.12.19 11:00 大成國中 事務組組長 許竣維組長 06-2630011#601 開會中，結束後回電

2017.12.19 11:10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06-2309012#740 不在位置上，確定負責人後回電

2017.12.19 11:20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12底完成發包請款，施工已完成。

2017.12.19 11:20 東光國小 總務處主任 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12底完成發包請款，12/14施工已完成。只有一個度數紀錄，不確定紀錄的

精確度

2017.12.19 11:35 官田國小總務處主任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12底完成發包請款，施工已完成。10萬以下不須招標，但核銷繁瑣，希望能

明確列出核銷項目

2017.12.19 11:45 安順國小總務處主任 黃俊榮主任 06-3559451#811 不在位置上，下午再撥打

2017.12.19 13:18 06-3559451#811 安順國小沒有這個計畫，計畫執行為安順國中

2017.12.19 11:50 玉豐國小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12月完成發包請款，12/10施工已完成。

2017.12.19 12:00 七股國小 黃英洲主任 06-7872076#240 12:30再撥打

2017.12.19 13:15 七股國小 黃英洲主任 06-7872076#240 12/8已施工完成。施作時間稍趕

2017.12.19 13:20 柳營國小 吳中平主任 06-6222124#104 12月中完成發包請款，施工已完成

2017.12.19 13:25 三股國小 蔡明忠主任 06-7880744#13
11月底完成發包請款，施工已完成。 施作完成後還未下雨，等下雨後才知道

成效

2017.12.19 14:50 文賢國中 事務組組長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已發包，請款時間未確定

2017.12.19 14:55 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12/19發包，預計107年2月中請款

2017.12.20 142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主任不再晚點再撥

2017.12.20 1430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陳組長 02-2600-6768#8001 12/26招標，1/18前完成請款

2017.12.20 1430 中和區中和高中 鄭文婷組長 02-2222-7146#410 預計月底完工，1/18前請款

2017.12.20 1430 新莊區中平國中 陳皇志主任 02-29908092#830 主任上課，留電話回撥

2017.12.20 1430 瑞芳區瑞芳國小 江明淵主任 02-2497-2058#130 主任出差，明天再撥

2017.12.20 144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上網公告兩次皆流標，設計案可能需增加金額，建造可能需要申請都審

2017.12.20 1450 樹林區樹林國小 許碧章主任 02-26812014#831 主任招標中，1530後再撥

2017.12.20 150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負責人不在，目前採購中

2017.12.20 1520 中和區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不在位置上，留電話待回撥

2017.12.20 1530 中和區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設施要更換位置，並調整經費，申請展延期限

2017.12.20 153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外縣市出差，明天再撥

2017.12.20 1540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03-9542156#103 宜蘭多雨無法施工，待主任回撥電話了解進度

2017.12.20 1630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03-9542156#103 施工中，預計月底完工，1/18前完成請款

2017.12.20 154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03-9962137#38 預計年底前發包，請款事宜由縣政府統一處理

2017.12.20 1550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03-9973421#326 預計年底發包

2017.12.20 1550 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03-4271801#6036 目前規劃設計完，預計12月底上網公告，1月初決標

2017.12.20 1600 新竹市政府 何志興主任 03-5216121#418 等北水局發函後依照備註欄統一處理(包括新竹其他兩間學校)

2017.12.20 1600 宜蘭市光復國小 黃韋力 0920320128
預計2/18完工，案子是用財務採購方式，不是工程方式，但結果呈現相同，

不知是否可行

2017.12.20 162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3558#730 主任研習，明天再撥

2017.12.20 14:17 大成國中 事務組組長 許竣維組長 06-2630011#602 12/14施工已完成，12/19已驗收。還在施工，但催著核銷

2017.12.20 14:30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曾誌忠主任 06-355-9652#140 已施工完成

2017.12.20 14:4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08-8322019#14 不在位置上，之後回電

2017.12.20 14:45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07-6691004#32 出差，確定負責人後明天回電

2017.12.20 14:55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小) 邱和德校長 08-8811045#14 11月發包完成，請款時間不確定

2017.12.20 15:15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小) 08-7793004 #13 研習，確定負責人後回電

2017.12.20 15:20 金門縣消防局 082-324021 不在位置上，之後回電

2017.12.20 15:30 北斗地政事務所 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12月發包完成，請款時間未定

2017.12.20 15:50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935933135 預計12月發包完成，請款時間未定

2017.12.20 16:00 田中地政事務所 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12月中已完成施工

2017.12.20 16:25 苗栗縣三案 苗栗縣政府水利科 037-321365 研習，之後回電

2017.12.20 1650 南區和平國小 何玲宜主任 04-22613139#731 不在，明天再撥

2017.12.20 1650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施工中，完成8.9成

2017.12.20 1650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明天再撥

2017.12.21 100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預計12月底公告上網，1月底發包

2017.12.21 104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目前規劃設計中，配合學校其他工程，預計1月發包，3月20開工

2017.12.21 1050 新莊區中平國中 陳皇志主任 02-29908092#830 年底前完工，1/18前請款完成

2017.12.21 1050 樹林區樹林國小 許碧章主任 02-26812014#831 驗收完成，1/18前請款完成

2017.12.21 1100 瑞芳區瑞芳國小 江明淵主任 02-2497-2058#130 施工中，預計1月中完工，1/18請款

2017.12.21 1110 雙溪區雙溪國小 張志瑋幹事 02-2493-1005#32 主任不在，留電話待回撥

2017.12.21 1120 雙溪區雙溪國小 張志瑋幹事 02-2493-1005#32 12/19發包完成，請款事宜待通知(不清楚請款方式)

2017.12.21 111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外出，1600後再撥

2017.12.21 160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外出開會，留電話帶回電

2017.12.21 17:15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12/7施工完成，1/18前請款

2017.12.21 141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外出，留電話待回撥

2017.12.21 1420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主任開會，1500後再撥

2017.12.21 1520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目前設計規劃中，發包日期無法確定

2017.12.21 1430 壯圍鄉公所 黃銘藝 03-9388776 請購中，預計年底或年初完工

2017.12.21 1450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小) 陳美倫主任 08-7793004#13 廠商看過之後回去設計，但沒下文，是由縣政府統一處理

2017.12.21 10:5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設計監造已完成，預計107年1月初工程發包完成，107年3月請款完畢

2017.12.21 11:02 水里鄉成城國小 049-277-0140 無人接聽

2017.12.21 11:05 南投市嘉和國小 林主任 049-2222430 施作中，預計12月底前做完，預計1月初請款

2017.12.21 11:15 北屯區陳平國小 04-2297 3558#730 無人接聽

2017.12.21 11:20 南區和平國小 04-22613139#739 不在，下午回撥

2017.12.21 16:10 南區和平國小 事務組陳涵青組長 04-22613139#731  預計107年1月底前完工並請款。因施作較小型簡易，告示牌內容撰寫較困難

2017.12.21 11:25 潭子區潭子國小 04-25324610#203 忙線中

2017.12.21 11:3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施工中，預計12月底前完工；107年1月請款

2017.12.21 11:35 霧峰區復興國小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12月底施工，預計12底~1月初完工並請款。 困難:用於教育作用的立牌內容

不知該寫些什麼

2017.12.21 11:40 北屯區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主任上課，下午回撥

2017.12.21 11:43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工程案已流標3次，預計106.12月底-107.1月初招標成功，並預計於107.3月

底完工請款。困難:經費不足導致流標

2017.12.21 11:50 清水區吳厝國小 薛建成主任 04-26200864 #205 施工中，預計106.12月底完工，預計12月底107.1月初左右請款

2017.12.21 11:52 大甲區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已招標，106.12.27簽約，預計107.1底完工並請款

2017.12.21 12:0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預計107年3月底完工同時請款

2017.12.21 13:30 屏東縣政府 胡孝賢先生 08-7320415#6849 不在座位，之後回撥

2017.12.21 13:30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小姐 037-559595         107.1.3決標，107.1.18請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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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1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7.12.21 13:45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106.12.14已招標，預計於107.2月底完工

2017.12.21 13:50 南區和平國小 事務組陳組長 04-22613139#731 不在座位上，已留電等回撥

2017.12.21 13:55 潭子區潭子國小 04-25324610#203 不在座位上，已留電等回撥

2017.12.21 13:58 北屯區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12/21施工中，已完成9成

2017.12.21 14:30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12/22早上回電

2017.12.21 14:5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事務組黃組長 08-8322019#14 上課中，已留電等回撥

2017.12.21 15:00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933211402 12/21:下星期上網招標，預計107年1月底完工並請款

2017.12.21 15:13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發包完成，12/22簽約，預計107.01.10完工，107年2月請款

2017.12.21 15:2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事務組黃組長 08-8322019#14 屏東縣府統一發包，11月底已陪同設計監造查看

2017.12.21 15:3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先生 082-324021#6501 12/22建築師查看，設計規劃中

2017.12.21 15:40 屏東縣政府 水利處胡孝賢 0912195896 預計最快1月初發包，盡量在1/18前請款30%

2017.12.22 1138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12/22已完工，等核銷

2017.12.22 114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外出不在，待回撥

2017.12.25 1615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統一一案，12/26發包

2017.12.26 1045 蘇澳國中 林克劼 03-9962137#38 無人接聽

2017.12.26 1050 新竹市三民國中 郭先生 03-5339825#131 1/30前完成招標

2017.12.26 105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下午再撥

2017.12.26 140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下午再撥

2017.12.26 163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03-9962137#38 可於1/18前請款

2017.12.26 14:34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去驗收，之後回撥

2017.12.26 15:00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預計1/25完工，年底前已請款30%，預計2月中請款全部

2017.12.26 14:32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2 上課，後回撥

2017.12.26 17:0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預計一月底發包，１月中請款全部

2017.12.27 1420 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03-4271801#6036 預計1月底前完成公告及發包，2月中請款

2017.12.27 1425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03-9542156#103 明天再撥

2017.12.27 1500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03-9973421#326 今天不在，明天再撥

2017.12.27 150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1630~1700再撥

2017.12.27 1420 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03-4271801#6036 預計1月底前完成公告及發包，2月中請款

2017.12.27 1425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03-9542156#103 明天再撥

2017.12.27 15:20 台南市南區(大成國中) 許竣維組長 06-2630011#602 12/20已送件請款

2017.12.27 15:24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曾誌忠主任 06-355-9652#140 忙線中

2017.12.27 15:28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黃英洲主任 06-7872076#240 12/16已送件請款。

2017.12.27 15:36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曾誌忠主任 06-355-9652#140 忙線中

2017.12.27 15:43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曾誌忠主任 06-355-9652#140 忙線中

2017.12.27 15:40 田中地政事務所 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無人接聽

2017.12.28 1025 蘇澳國中 林克劼 03-9962137#38 年底公告上網，1月初發包，2/15前請款

2017.12.28 1025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03-9973421#326 1月中發包，2/15前請領30%，請款事宜還須告知

2017.12.28 103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開會中，結束後回電

2017.12.28 104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1月底完成，2/15前請款

2017.12.28 1050 雙溪區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12/19發包完成，目前已動工，2/15前請款完成，主任不在

2017.12.28 105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晚點回電

2017.12.28 110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12/26統一發包，預計5月底完工，2/15前請領30%

2017.12.28 1110 宜蘭市光復國小 黃韋力 0920320128 是否可以用採購方式不要用工程方式

2017.12.28 1330 中和區光復國小 黃雅慧主任 02-3234-8645#666 已竣工，下周驗收，1/18前完成請款

2017.12.28 1330 淡水區新興國小 曾昭輝主任 02-26203646#36 已完工，1/18前請款

2017.12.28 1340 新北市水利科 李佩霞小姐 02-29603456#4819
監測設施，需要勞務費用，要跟北水特確定是否可繼續執行，怕不能給付款

項

2017.12.28 1400 中和區中和高中 劉添喜主任 02-2222-7146#401 預計1月完工，1/18前請款

2017.12.28 1400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938626612
上網公告兩次皆流標，詢問建築師後了解，學校是位在地質敏感帶，施作工

程需要增加評估計畫表，費用可能增至4~50萬，已呈報市府，請上級協助

2017.12.28 11:00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曾誌忠主任 06-355-9652#140 承辦不在

2017.12.28 11:04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馬尚文組長 06-355-9652#141 12/8送件請款

2017.12.28 11:11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忙線中

2017.12.28 11:34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1月初完工，請款四所同縣府辦理

2017.12.28 11:12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請款等縣府一併辦理

2017.12.28 11:20 縣府承辦 柯麗鳳小姐 04-7531515 
協議書還須修改，請款時間未定，不確定可以在1/18前完成請款，詳細請款

事宜還須詢問中水局

2017.12.28 11:4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完工請款時間不確定

2017.12.28 11:55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935933135  預計2/27前完工，3月請款完畢(已告之1/18前請30%)

2017.12.28 11:08 北屯區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主任上課

2017.12.28 13:55 北屯區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下午請假

2017.12.28 10:59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無人接聽

2017.12.28 11:37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上課中

2017.12.28 12:16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無人接聽

2017.12.28 13:44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對請款方式有疑問，已請主任詢問中水局，之後再確認請款時間

2017.12.28 14:0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2 忙線中

2017.12.28 14:1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2 不在位置上，之後回撥

2017.12.28 15:15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12/27招標發包，工期60天，1/18前請款30%

2017.12.28 15:3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12月:勞務標；1月工程標)1 月發包。2/15前請款30%

2017.12.28 15:25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預計1月初發包；1月底完工；2/15請全款

2017.12.28 15:31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上課

2017.12.28 15:5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1/3開標。預計1月發包，2/15前請款30%，3月完工

2017.12.28 16:1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2 預計1月底發包，2/15請款30%

2017.12.29 1200 台南教育局 06-7863454 教育局負責人覺得一次請款比較省時，可不可以3月再一次請完(錦湖)

2017.01.02 11:30 東光國小 總務處主任 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不在座位，已留電話之後回撥

2017.01.02 11:34 柳營國小 吳中平主任 06-6222124#104 上課中，之後回撥

2017.01.02 11:36 三股國小 蔡明忠主任 06-7880744#13 回報完畢

2017.01.02 11:50 玉豐國小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分機無人應答

2017.01.02 13:50 官田國小總務處主任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回報完畢

2018.1.3 142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1500後再撥

2018.1.3 1440 壯圍鄉公所 黃銘藝 先生 03-9388776

2018.1.3 1520 民義國小 宋長燕主任
02-2671-1895#830

0958-663-896

2018.1.3 1550 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0922452768

2018.1.3 1410 光復國小 黃韋力 0920320128

2018.01.03 14:40 柳營國小 吳中平主任 06-6222124#104 回報完畢

2018.01.03 14:48 玉豐國小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不在座位，已留電話之後回撥

2018.01.03 15:02 東光國小 總務處主任 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研習，4:30回撥

2018.01.03 15:10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許耿肇主任 06-2309012#740 不在座位，已留電話之後回撥

2018.01.03 15:20 清水區吳厝國小 薛建成主任 04-26200864 #205 回報完畢

2018.01.03 16:10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許耿肇主任 06-2309012#740 回報完畢

2018.01.04 1520 羅東鎮成功國小 不再位置上

2018.01.04 1540 光復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04 1550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承辦請假

2018.01.04 1600 汐止區金龍國小 下午洽公明早再撥

2018.01.04 1600 淡水區新興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04 1610 中平國中 回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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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2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8.01.04 1615 樹林國小 明天再撥

2018.01.04 1625 成功國小 教務主任不清楚，要問總務主任，總務主任不在留電話等回撥

2018.01.04 10:30 台南市 水利局張東興 06-6322231#6703 出差

2018.01.04 11:1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上課中

2018.01.04 11:4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回報完畢

2018.01.04 14:15 玉豐國小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回報完畢

2018.01.04 14:42 南投市嘉和國小 林主任 049-2222430 上課中

2018.01.04 14:55 霧峰區復興國小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找資料，等等回撥

2018.01.04 15:15 霧峰區復興國小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回報完畢

2018.01.05 09:50 新北特教學校 回報完畢

2018.01.05 10:00 成功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05 102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先生 高雄出差，星期一再撥

2018.01.05 1030 樹林國小 主任休假，星期一再撥

2018.01.05 1030 金龍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05 1350 中和區中和高中 劉添喜主任 02-2222-7146#401 需公文通知才願意回答細節

2018.01.05 150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確認收到信件

2018.01.05 10:24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935933135 無人接聽

2018.01.05 10:28 台南市 水利局張東興 06-6322231#6703 無資料，資料由教育局負責

2018.01.05 10:35 縣府承辦 柯麗鳳小姐 04-7531515 資料在各所，寄表單給各所回覆

2018.01.05 11:02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935933135 尚未正式開工，詳細資料等開工後詢問

2018.01.05 11:25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037-559595      二次招標，發包後會打電話通知

2018.01.05 11:30 水利處胡孝賢 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忙線中

2018.01.05 11:35 台南市永續科 陳志佳 06-2977-000#26 Email台南各國小工程資料

2018.01.05 11:38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主任請假

2018.01.05 14:12 水利處 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忙線中

2018.01.05 15:50 水利處 胡孝賢 08-7320415#6849 下星期上網招標

2018.01.08 1500 樹林國小 許碧章主任 02-26812014#831 回報完畢

2018.01.08 1530 地方稅務局 徐士哲 03-9251000#8021 無資料可查詢，要詢問地方稅務局林先生

2018.01.08 13:43 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106.01.09招標

2018.01.08 13:50 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26992016 上課中

2018.01.08 14:20 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26992016 之後回電

2018.01.08 13:55 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106.01.09開標(因故延後開標)

2018.01.08 14:25 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2018.01.08 14:51 南區和平國小 不在，稍後再撥

2018.01.08 15:02 大甲國中 不在座位，已留電話之後回撥

2018.01.09 134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1430後再撥

2018.01.09 134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休假明天再撥

2018.01.09 1345 瑞芳國小 江明淵主任 02-2497-2058#130 休假明天再撥

2018.01.09 10:50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面積

2018.01.09 11:10 田中地政事務所 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不在座位，已留電話之後回撥

2018.01.09 11:14 北斗地政事務所 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澆灌面積

2018.01.09 11:30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澆灌面積，承包廠商

2018.01.09 11:50 田中地政事務所 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澆灌面積

2018.01.09 14:20 台中市教育局體健科 王永年校長 04-2229111#54700 統一資料收集

2018.01.09 14:4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未發包(預計2月)

2018.01.09 14:50 台南市永續科 陳志佳 06-2977-000#26 出差

2018.01.10 1000 地方稅務局 稅務局 林志鴻 03-9325101#294 回報完畢

2018.01.10 1015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月底前完成發包，要配合另一項工程

2018.01.10 103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負責人不在，請代理人回電

2018.01.10 095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無人接聽

2018.01.10 102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無人接聽

2018.01.10 105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無人接聽

2018.01.10 111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無人接聽

2018.01.10 1350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負責人不在，1/9已完成發包，詳細內容明天在回撥

2018.01.10 1350 瑞芳區瑞芳國小 主任不在，留電話待回撥

2018.01.10 1400 雙溪區公所 負責人沒空回撥電話

2018.01.10 140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負責人請假，其他人不清楚內容

2018.01.10 10:30 台南市永續科 陳志佳 06-2977-000#26

2018.01.10 10:55 台南市南區(大成國中) 許竣維組長 06-2630011#602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澆灌面積

2018.01.10 11:20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開會中

2018.01.10 11:25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馬尚文組長 06-355-9652#141 告知填表項目，之後回電

2018.01.10 11:30 七股國小 黃英洲主任 06-7872076#240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面積

2018.01.10 11:45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回報完畢，差收集雨水面積

2018.01.10 11:5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出差

2018.01.10 152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檔案已請監造商幫忙填寫，內容還有些不詳細，資料填完後會再回傳

2018.01.10 1530 瑞芳國小 找到檔案後回撥

2018.01.11 10:53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出差，1/15回校

2018.01.11 10:58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詹董水主任 06-2376534#704 回報完畢

2018.01.11 11:30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馬尚文組長 06-355-9652#141 回報完畢

2018.01.15 1420 新店焚化廠 莊小姐 不在位置上，留電話待回電

2018.01.15 1500 瑞芳國小 江明淵主任 回報完畢

2018.01.15 14:30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不在位置上，再回電

2018.01.15 15:00 台中市教育局體健科 張小姐 04-22289111#54716 王校長轉交業務

2018.01.17 1510 三股國小 蔡明忠主任 06-7880744#13 回報完畢

2018.01.17 14:00 瑞芳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17 14:30 新店焚化廠 莊小姐 留電話帶回撥

2018.01.18 1430 新店焚化廠 莊小姐 因連絡廠商皆無回覆，故未完成發包，有變更會再通知

2018.01.18 145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因年底才完成發包，工程設計有變更，需要請廠商再重新填寫，下禮拜可回

傳檔案

2018.01.18 1056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06-7863454 出差，1/22回校

2018.01.18 1105 台中市教育局體健科 張思遙小姐 04-22289111#54716 已回傳收集資料

2018.01.18 1425 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回報完畢

2018.01.18 1430 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不在位置上，再回電

2018.01.18 1440 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回報完畢

2018.01.18 1435 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回報完畢

2018.01.18 1450 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回報完畢

2018.01.18 1500 官田國小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休假

2018.01.18 1510 三股國小 蔡明忠主任 06-7880744#13 回報完畢

2018.01.18 1524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回報完畢

2018.01.18 1612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935933135 回報完畢

2018.01.19 1140 北水特 羅廣業 02-2917-3282#373 無人接聽

2018.01.19 1525 官田國小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下午請假

2018.01.22 1400 北水特 羅廣業 02-2917-3282#373 不在位置上

2019.01.22 1045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不在座位上，下午再打

2019.01.22 1048 官田國小 楊鎮鴻主任 06-6901195#130 工程概要回報完畢

2019.01.22 1120 縣府承辦 柯麗鳳小姐 04-7531515 
各所皆已完工，已提交資料請款，由縣府統一請款，水資局:需先匯至縣府協

辦，縣府須申請虛擬帳號，才能讓各所領取款項

2019.01.22 151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出差，已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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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3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9.01.22 1520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037-559595      下午請假，接聽人員表示案子尚未發包成功，已留電，明日做確認

2019.01.22 1555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已回電，寄email填寫資料。請款:已告知需於1/18前請30%，主任有與台南

市教育局連絡，市府傾向於一次請款完畢。

2018.01.23 1445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禮拜五回傳表格

2018.01.23 1030 台中市教育局體健科 張思遙小姐 04-22289111#54716 復興國小回報完畢

2018.01.23 1100 台中市教育局體健科 張思遙小姐 04-22289111#54716 將請款時間告知張小姐，轉告給各台中市學校

2018.01.23 1130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037-559595      忙線中

2018.01.23 1425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037-559595      第四次招標，1/23送件上網公告，預計1/30有結果再回電

2018.01.23 1516 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尚未詢問中水局，已告知需於1/18前請30%

2018.01.23 154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請學校轉達填寫資料

2018.01.25 1030 中和高中 鄭文婷組長 02-2222-7146#410 開會中，留電話帶回撥

2018.01.25 1100 中和高中 鄭文婷組長 02-2222-7146#410 寄檔案過去，今天1600前回傳

2018.01.25 150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開工日期未確定，確定後回報

2018.01.25 1510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1/25.26研習，下星期回覆

2018.01.26 140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1.26 1550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告知廠商還有工程細項未填好，請鍾先生先將填好檔案寄回

2018.01.30 0950 地方稅務局 細項詢問縣政府

2018.01.30 1000 成功國小 未完工，回報完畢

2018.01.30 1010 雙溪國小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1.30 1020 新北特教學校 回報完畢

2018.01.30 1022 金龍國小 晚點再撥

2018.01.30 1027 新興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0 1037 樹林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0 1045 壯圍鄉公所 回報完畢

2018.01.30 1315 宜蘭縣政府 縣政府 徐士哲 回報完畢

2018.01.30 1500 金龍國小 簡淑娟主任 回報完畢

2018.01.30 1053 台南市南區(大成國中) 許竣維組長 06-2630011#602 回報完畢

2018.01.30 1055 台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小) 回報完畢，請款日期不確定正確

2018.01.30 1106 員林地政事務所 回報完畢

2018.01.30 1110 鹿港地政事務所 回報完畢

2018.01.30 1115 田中地政事務所 回報完畢

2018.01.30 1118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請假，明日再撥

2018.01.30 1123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出國至2/6

2018.01.30 1130 台南市南區(安順國中) 回報完畢，請款日期不確定正確

2018.01.30 1133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國小) 請假，明日再撥

2018.01.30 1135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0 1137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 出差，2/6回學校

2018.01.30 1140 台南市七股區(三股國小) 回報完畢，詢問水利署何時撥款

2018.01.30 1147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出差，2/5回學校

2018.01.30 1150 北斗地政事務所 回報完畢

2018.01.30 1214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查詢資料之後回電

2018.01.30 1223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已回覆

2018.01.30 1331 潭子區潭子國小 不清楚何時回來，已留電話等回電

2018.01.30 1335 南區和平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0 1339 大里區大元國小 休假，明日再撥

2018.01.30 1340 霧峰區復興國小 下午請假，明日再撥

2018.01.30 1343 北屯區三光國中 開會中，主任之後再回撥

2018.01.30 1346 南投市嘉和國小 無人接聽

2018.01.30 1352 東勢區新盛國小 留電話等回撥

2018.01.30 1358 清水區吳厝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0 1410 大甲區大甲國中 請款費及日期2/1再回報

2018.01.30 1427 南投市嘉和國小 無人接聽

2018.01.30 1541 南投市嘉和國小 無人接聽

2018.01.30 1542 北屯區陳平國小 無人接聽

2018.01.30 1545 金門日報社 無人接聽

2018.01.31 1015 三峽區民義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1.31 1020 中平國中 回報完畢

2018.02.01 1116 大甲區大甲國中 回報完畢

2018.02.02 1108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回報完畢，1/29送出工程決算書

2018.02.02 1114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國小) 回報完畢，收到新格式是否要重送文件，費用何時撥款

2018.02.02 1119 大里區大元國小 請假，2/5號再撥打

2018.02.02 1124 霧峰區復興國小 請假，2/5號再撥打

2018.02.02 1127 北屯區三光國中 回報完畢

2018.02.02 1129 南投市嘉和國小 無人接聽

2018.02.06 1430 蘇澳鎮公所 2/7第三次開標

2018.02.06 1435 新竹三民國中 無人接聽+

2018.02.06 1435 泰山義學國小 下二 2/13開標

2018.02.06 1437 瑞芳區瑞亭國小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2.06 1442 中和高中 找到資料後回撥

2018.02.06 1446 宜蘭光復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537 瑞芳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600 景新國小 主任不在，明天再撥(要詢問是否發包)

2018.02.06 1600 雙溪國小 主任不在，明天再撥(要確認金額)

2018.02.06 1610 中和高中 回報完畢

2018.02.06 1058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不在學校，手機聯絡

2018.02.06 1105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113 大里區大元國小 不在，下午再打

2018.02.06 1117 霧峰區復興國小 開會

2018.02.06 1119 南投市嘉和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125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出差，以EMAIL回覆

2018.02.06 113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139 潭子區潭子國小 查資料，稍後回電

2018.02.06 1144 潭子區潭子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151 霧峰區復興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412 金門日報社 回報完畢

2018.02.06 1426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444 大里區大元國小 請假

2018.02.06 1447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休假，以EMAIL回覆

2018.02.06 1500 大肚區大肚國小 工程未完工請款金額還未確定

2018.02.06 1511 水里鄉成城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6 1515 名間鄉中山國小 不在學校，打手機

2018.02.06 152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資料查詢

2018.02.06 1540 屏東三案 回報完畢

2018.02.06 1608 苗栗三案 未招標成功，預計107.02.07或08上網公告

2018.02.06 1615 名間鄉中山國小 工程細項集請款總額未確定

2018.02.06 1625 南投縣府 吳珮如小姐 049-2222729 工程細項集請款總額未確定

2018.02.06 165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請款總額未確定

2017.02.06 0945 中和景新國小 回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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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7.02.07 0945 中和景新國小 回報完畢

2018.02.07 141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不在座位上，稍後再撥

2018.02.07 1415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無人應答

2018.02.07 1505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不在明日再撥

2018.02.07 1515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研習，2/12以EMAIL回覆

2018.02.07 1733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回報完畢

2018.02.08 145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請假至1/12

2018.02.08 145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預計2月底上網公告

2018.02.09 0914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回報完畢

2018.02.09 1550 寒溪國小 楊 主任 03-9517441#202 主任休假過年後回來 ，已發包且完工

2018.02.09 1552 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下禮拜一開標

2018.02.09 1540 宜蘭市凱旋國小 03-9253793#101 預計三月底發包，目前設計規劃中

2018.02.09 1545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無人接聽

2018.02.09 1557 基隆市德和國小 02-24278095 基隆市2/22會至龍潭聽說明會，目前還不了解內容

2018.02.09 1558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無人接聽

2018.02.09 1600 新北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兩天前才收到通知，面前準備招標文件

2018.02.09 1601 嘉義布新國小 陳靖鈞主任 05-3476886#03 主任不在

2018.02.09 1511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 #131 不在座位，四點後撥

2018.02.09 1512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不在，下星期一打

2018.02.09 1516 斗南鎮石龜國小 王櫻臻主任 05-5972354#12 不在，稍後回撥

2018.02.09 1550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 江俊昇主任 05-3711381#14 不在，下星期一打

2018.02.09 1555 斗南鎮石龜國小 王櫻臻主任 05-5972354#12 不確定案子是否申請成功，等公文

2018.02.09 1600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小) 林中平主任 05-2304511 案子沒有繼續申請

2018.02.22 144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已於107/2/12傳mail回報完畢

2018.02.22 1455 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2 已於107/2/21傳mail回報完畢

2018.02.23 103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上課中，已留電等回撥

2018.02.23 1400 苗栗三案 蔡小姐 359444 107/02/13決標，尚未簽訂合約，請款時間、金額、工程細項皆未確定

2018.02.23 1500 中正地政事務所 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已做初步規劃設計，預計3月發文後可開工

2018.02.23 154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 #131 尚未開始招標，等委託代辦公文下來

2018.02.23 1610 大里區大元國小 事務組楊組長 04-24834568#802 回報完畢

2018.02.23 1625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 主任 05-5863174#13 不在，下星期撥打

2018.02.23 1600 宜蘭縣寒溪國小 楊 主任 03-9517441#202 無人接聽

2018.02.23 1610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留電話帶回撥

2018.02.26 1035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 主任 05-5863174#13 上課中，已留電等回撥

2018.02.26 1038 嘉義縣環保局 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不在，已留電等回撥

2018.02.26 1045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 主任 05-5863174#13 尚未發包，等3月初核定文下來才開始

2018.02.26 1055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國小) 江俊昇主任 05-3711381#14 計畫已申請撤銷

2018.02.26 1100 嘉義縣太保市(嘉新國中) 陳崇仁主任 05-2373029#116 案子已撤案

2018.02.26 1110 嘉義體健科 教育 黃燕月 05-3620123#316 尚未確定執行計畫學校間數，明日

2018.02.26 1120 台東市公所 賴俊豪 (089)333517 工程資料再以mail回覆

2018.02.26 1130 崁頂鄉力社國小、獅子鄉草埔國小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屏東縣府侯先生負責 規劃設計中 3月底上網

2018.02.26 1145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 建設課林先生 08-8631144 設計監造中，預計3月中或3月底上網公告

2018.02.26 1000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需要設計範本參考，目前還在規劃中

2018.02.26 1010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不清楚整個計畫流程，是市政府工務局負責還是學校自行發包

2018.02.26 1020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邱科員 03-3379119#638 目前未發包，但不會有招標不出去問題

2018.02.26 1030 新竹市政府 李先生 03-5216121#418 無人接聽

2018.02.26 1035 新竹市培英國中 蔡之浩主任
03-5721301#23
0938626612

有發公文說要撤案

2018.02.26 1038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流標一次，2/27第二次招標

2018.02.26 1040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留電話帶回撥

2018.02.26 105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無人接聽

2018.02.26 1055 中和區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0934-190-496

無人接聽

2018.02.26 1100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招標文件擬定，還未上網公告

2018.02.26 1112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開會中

2018.02.26 1116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目前設計規劃中

2018.02.26 1121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目前要請建築師設計規劃

2018.02.26 1125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2.26 1130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剛收到通知

2018.02.26 1140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2.26 1330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107/2/27簽約，3/5開工。

2018.02.26 1340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已上網公告，3/6決標

2018.02.26 1600 瑞芳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預計三月初上網招標

2018.02.26 1607 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電子郵件回報

2018.02.26 1525 嘉義縣環保局 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設計監造中，預計3月中上網公告

2018.02.27 1700 屏東三案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已回覆mail

2018.03.01 1530 嘉義體健科 教育 黃燕月 05-3620123#316 無法提供資料

2018.03.02 1020 台東市公所 賴俊豪 (089)333517 已回覆mail

2018.03.02 110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107/02/27上網公告，107/03/09開標

2018.03.02 1430 宜蘭縣寒溪國小 楊主任
03-9517441#202

0916026524
外出，禮拜一再撥

2018.03.02 1440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填完表格後回傳

2018.03.02 1450 宜蘭市凱旋國小 李元煌 主任 03-9253793#101 主任下課後回撥

2018.03.02 1456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下課後回撥

2018.03.02 1500 中和區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0934-190-496
晚點再撥

2018.03.02 1507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林主任 02-2621-6139#12 星期一再撥

2018.03.02 1510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星期一再撥

2018.03.02 1520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回報完畢

2018.03.05 1100 苗栗三案 劉寶珠 037-559595  尚未確定請款經額及日期

2018.03.05 1115 苗栗三案 蔡小姐 037-359444 工程資料再以mail回覆

2018.03.05 1020 宜蘭縣寒溪國小 楊 主任
03-9517441#202
0916026524

填完表格後回傳

2018.03.05 1040 新竹市政府
何志興 先生

李先生

03-5216121#216
03-5216121#418

無人接聽

2018.03.05 1047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下午回電

2018.03.05 1052 中和區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0934-190-496
填完表格後回傳

2018.03.05 1112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目前設計規劃中

2018.03.05 1115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留電話待回撥

2018.03.05 1123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需要推薦設計廠商

2018.03.05 1120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目前還在局內做招標文件審查，未發包

2018.03.12 1150 苗栗三案 蔡小姐 037-359444 已回覆mail

2018.03.12 寒溪國小 楊 主任
03-9517441#202

0916026524
已回覆mail

2018.03.12 秀山國小 朱怡盈組長
02-29434353#832

0934-190-496
已回覆mail  



附錄二 案件追蹤紀錄及諮詢回覆 

 211 

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5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8.03.19 明志國小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寄檔案過去請主任填寫

2018.03.19 110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等核定公文

2018.03.19 1520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05-3451010#904 總務主任上課中

2018.03.19 1521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 總務主任上課中

2018.03.19 1522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05-2212871 總務主任上課中

2018.03.19 1530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總務主任上課中

2018.03.19 1545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辦理中，預計四月底以前發包

2018.03.19 1600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 等核定公文，工程資料再以mail回覆

2018.03.19 1100 明志國小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寄檔案過去請主任填寫

2018.03.20 151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預計4月底發包，目前委託設計監造

2018.03.20 1520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預計4月中發包，目前委託設計監造

2018.03.20 1545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等核定公文，預計5月發包、10月完工

2018.03.20 163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4月底設計監造，6月發包，預計11月完工

2018.03.20 164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等核定公文

2018.03.20 165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等核定公文，財務採購

2018.03.20 1600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人不在，留電話等回撥

2018.03.20 1605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尚未收到通知，目前還在設計規劃中

2018.03.20 1607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邱科員 03-3379119#683 目前未發包，但不會有招標不出去問題

2018.03.20 1608 新竹市政府 李先生 03-5216121#418 無人接聽

2018.03.20 162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無人接聽

2018.03.21 1640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永興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

劉寶珠
037-559595 規劃設計中，預計4/10發包，6/10完工

2018.03.21 0928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工程已施作，預計4、5月會先停工，將等屋頂隔熱工程施作完成後才復工，

將於7、8月完工。

2018.03.22 093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主任 07-3495569#31 規劃設計中，預計5/1發包，7/1施工

2018.03.22 0930 泰山區義學國小 劉治傑 組長 02-22972048#300 待回撥

2018.03.22 0935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預計3/28招標，簽約後100內完工。

2018.03.22 0938 明志國小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已回覆mail

2018.03.22 1605 新竹市政府 李先生 03-5216121#418 無人接聽

2018.03.22 1622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預計3/28完工，待回傳e-mail.

2018.03.23 133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延至4月初發包

2018.03.23 1333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3.26 105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已評審，議價中，預計四月初發包

2018.03.26 1105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財務採購，等待EMAIL回復

2018.03.26 113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等核定公文，財務採購

2018.03.26 114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預計四、五月招標

2018.03.26 115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等核定公文，財務採購

2018.03.26 1550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已上網公告，預計四月發包

2018.03.26 0931 新竹市政府
何志興 先生

李先生

03-5216121#216

03-5216121#418
待回傳e-mail

2018.03.26 0936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預計4月初發包。

2018.03.26 0939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3.26 0949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待回撥

2018.03.26 1006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組長上課中，待回撥

2018.03.26 1045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預計3/30開標

2018.03.26 1315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預計3/31以前發包

2018.03.26 1340 宜蘭市凱旋國小 李元煌 主任 03-9253793#101 預計3/28招標

2018.03.26 1458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預計延至4月初招標

2018.03.27 0920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林主任 02-2621-6139#12 3/23已發包，待回傳e-mail

2018.03.27 0924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

2018.03.27 0927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主任不在。

2018.03.27 0931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主任不在。

2018.03.27 1009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3/28上網招標

2018.03.27 1020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林主任 02-2621-6139#12 3/23已發包.預計4月初開工，請款日未定，已回傳e-mail.

2018.03.28 1040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

建設課林先生
08-8631144 設計監造中，預計4月初上網公告，4月中發包

2018.03.28 1045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屏東縣府胡先生負責 規劃設計中 4月底上網

2018.03.28 113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預計4月中完工

2018.03.28 1145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89)333517 預計4月初完工

2018.03.28 1155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107/3/13已完工 準備請款中

2018.03.28 1010 新竹市政府
何志興 先生

李先生

03-5216121#216

03-5216121#418
已回傳e-mail.

2018.03.28 1110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4月中發包

2018.03.29 093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107/02/26完工

2018.03.29 0935 南區和平國小 陳涵青組長 04-22613139#731 107/01/31完工

2018.03.29 0940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107/01/31完工

2018.03.29 0945 大甲區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107/01/27完工

2018.03.29 0950 北斗地政事務所 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留電等待回撥

2018.03.29 0955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107/01/31完工

2018.03.29 1005 台南市北區(文賢國中) 黃艾萱組長 06-2587571#102 107/01/22完工

2018.03.29 101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留電等待回撥

2018.03.29 1013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82-332374 留電等待回撥

2018.03.29 0927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已回傳e-mail，請款金額、日期未定

2018.03.29 1051 新竹市三民國中 郭先生 03-5339825#131 3/26完工

2018.03.30 1310 北斗地政事務所 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107/01/25完工

2018.04.09 1104 中正地政事務所 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預計四月底簽約，五、六月完工

2018.04.09 1120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預計4/20開工，已寄EMAIL，等待回復

2018.04.09 1104 中正地政事務所 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預計四月底簽約，五、六月完工

2018.04.11 103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等核定公文，財務採購

2018.04.11 1040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待主任回電

2018.04.11 105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已寄送EMAIL

2018.04.11 1100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小姐 037-359444 規劃設計中，預計4月底發包，8月完工

2018.04.11 1115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107/04/10開工，預計5/31完工請款

2018.04.11 1630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82-332374 已完工，預計四月請款

2018.04.11 1023 宜蘭市凱旋國小 李元煌 主任 03-9253793#101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1 1026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明早在撥

2018.04.11 1040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1 1046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1 1050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1 1156 林口區佳林國中 劉愷怡 組長 02-26028555#610 已回傳資料，請款金額、日期未定

2018.04.11 1253 中和區景新國小 洪舜祥主任 02-2944-8021#830 已回傳資料

2018.04.11 1300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已回傳資料，請款金額、日期未定

2018.04.11 1626 宜蘭市凱旋國小 李元煌 主任 03-9253793#101 已回傳資料

2018.04.11 1642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主任 03-9542156#102 待回撥

2018.04.11 1644 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先生 03-4271801#6036 待回撥

2018.04.11 1646 三峽區民義國小 宋長燕主任 02-2671-1895#830 107/2/28已完工

2018.04.11 1644 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先生 03-4271801#6036 107/4/2已完工

2018.04.12 0930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89)333517 待回電

2018.04.12 094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在驗收，請款數未定

2018.04.12 095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3/5開工，預計5/5完工

2018.04.12 0934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2 0935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待回撥

2018.04.12 0944 雙溪區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待回撥

2018.04.12 0950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鐘協佐主任 02-2497-1726#203 待回撥

2018.04.12 0954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下午待回撥

2018.04.12 0959 蘇澳國中 林克劼 組長 03-9962137#38 待回傳資料

2018.04.12 1004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待回撥

2018.04.12 1006 林口區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鐘協佐主任 02-2497-1726#203 107/2/5已完工

2018.04.12 104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已寄送EMAIL，已決標，規劃設計中

2018.04.12 1610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910470981 尚未完工，預計4月底前完工

2018.04.13 1157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已回傳資料，請款金額未定，請款日期為驗收通過後

2018.04.16 164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EMAIL資料更改

2018.04.16 165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確認為107/04/16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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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6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8.04.17 0940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89)333517 因天氣因素，剩防水層還未建好，若天氣許可，預計4/26完工

2018.04.17 0919 羅東鎮成功國小 蕭維霆 主任 03-9542156#102 107/1/31已完工

2018.04.18 103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規劃設計中，工程未發包

2018.04.18 1045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催促EMAIL回傳

2018.04.18 1036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107/3/2已發包

2018.04.18 1116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主任研習，待回撥

2018.04.19 0928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4/13已完工

2018.04.19 0934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9 0936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不再，明日再撥

2018.04.19 0940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再，待回撥

2018.04.19 0954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4/19招標，預計5月初發包，發包後會再回撥

2018.04.19 1007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邱科員 03-3379119#683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19 1013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目前請建築師規劃設計中，預計4/30招標，5月初發包，發包後會再回撥

2018.04.19 1021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已回傳資料

2018.04.19 105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已完工，準備後續請款

2018.04.19 1053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已發包，預計4、5月會先停工，將等屋頂隔熱工程施作完成後才復工，將於

7、8月完工。

2018.04.19 1630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建設課林先生08-8631144 承辦人出差

2018.04.23 113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5月中開會，修正核定及基本設計

預計6月底工程發包

2018.04.23 113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預計4月底發包，目前委託設計監造

2018.04.23 1150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建設課林先生08-8631144 預計5月初發包

2018.04.24 0945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email已回傳

2018.04.24 0948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待回撥

2018.04.24 0952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5月初招標

2018.04.24 1004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4.24 1041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2 已回傳資料

2018.04.24 1043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不再，待回撥

2018.04.24 114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150 大甲區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20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615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620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主任不在

2018.04.24 163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923156333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645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待成果報告書回傳

2018.04.24 165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4 1140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待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4 1150 雙溪區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待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4 1153 新竹市三民國中 郭先生 03-5339825#131 待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4 1156 中和區景新國小 洪舜祥主任 02-2944-8021#830 已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4 1158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邱科員 03-3379119#683 已回傳資料

2018.04.24 1432 雙溪區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已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4 1623 三峽區民義國小 宋長燕主任 02-2671-1895#830 待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25 090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5 091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923156333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5 0920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5 0930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林玉珊主任 07-6691004#31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5 1000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確認請款經額為235.402千元

2018.04.25 1120 大甲區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承辦人不在 成果報告書尚未回傳

2018.04.25 1130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承辦人不在 成果報告書尚未回傳

2018.04.25 1520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預計下周(5/5前)請完全部款項

2018.04.25 1530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成果報告書已回傳

2018.04.25 1540 員林地政事務所 王先生 04-8320310#410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98.45千元

2018.04.25 1600 鹿港地政事務所 陳先生 04-777-1375#6203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98千元

2018.04.25 1610 北斗地政事務所 郭耀輝先生 04-8882034#310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54.5千元

2018.04.27 1230 田中地政事務所 陳建宏先生 04-8742622#211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95千元

2018.04.27 1300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已上網公告

2018.04.30 1000 霧峰區復興國小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97.5千元

2018.04.30 1050 金門日報社 黃堅堯先生 082-332374 預計五月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95千元

2018.04.30 110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923156333 預計五月請領全部款項 於五月初確認請款經額

2018.04.30 1105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已開始施工，預計五月底前完工

2018.04.30 1110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904 已施工，預計五月中完工、六月請領全部款項

2018.04.30 1115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已施工，預計五月初完工、五月請領全部款項

2018.04.30 112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設計完成，預計五月發包，需要確認是否符合需求

2018.04.30 1125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預計五月招標

2018.04.30 1140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89)333517
因天氣因素剩防水層還未建好，若天氣許可，預計5/7完工

預計五月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898.025千元

2018.04.30 1615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1530.234千元

2018.04.30 1620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已施工，預計五月底完工、六月請領全部款項

2018.04.30 163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預計5/4以前回傳EMAIL

2018.04.30 0916 宜蘭縣同樂國小 陳蓎諼 主任 03-9223543#105 已回傳成果報告書。

2018.04.30 0919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待回撥

2018.04.30 0923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待回撥

2018.04.30 1016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預計5/4上網招標

2018.05.01 0923 泰山區義學國小 楊閔凱主任 02-22972048#300 4/30完工，五月驗收完成請領全部款項

2018.05.01 0933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不再，待回撥

2018.05.01 0955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已設計完畢，確認金額可以提早撥下才動工

2018.05.01 1000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黃雪芬主任 06-7863454 主任去研習

2018.05.03 094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923156333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743千元

2018.05.03 1640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已回傳EMAIL

2018.05.07 1620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承辦人下班

2018.05.07 1630 中正地政事務所 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5/7開始施工，預計6/15以前完工，6月底前請款

2018.05.08 0920 基隆市文化局 02-24224170#355 承辦還不知道是誰，待回撥

2018.05.08 0924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還在評選中，預計6月初發包

2018.05.08 0927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5.08 0930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5.08 0936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建築師還在規劃設計中預計5/14上網公告招標

2018.05.08 0939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主任今天不在，明天待主任回撥

2018.05.08 0941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還未招標出去，發包後會回撥

2018.05.08 0945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預計5/15上網招標，5/31以前發包，預計6月底開工

2018.05.08 0949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5.08 0953 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陳鴻森 主任 02-24901432#230 預計5/18前發包，發包後會回撥

2018.05.08 0956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預計5/18前發包，發包後會回撥

2018.05.08 1000 北屯區陳平國小 張雅甄主任 04-2297 3558#730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768千元

2018.05.08 1010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已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294.566千元

2018.05.08 1015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107年5月請領第一期款，請款經額為581.1千元

2018.05.08 1019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規劃設計中

2018.05.08 1020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力社預計5月底發包，草埔國小已撤案

2018.05.08 1035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已寄送email

2018.05.08 1043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目前還在規劃設計中追加監測系統，時間不會那麼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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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7 

記錄日期 聯絡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諮詢內容摘要

2018.05.14 162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預計5月底前完工請款

2018.05.14 1625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小) 江淑玲主任 05-2691071#03 已於5/8完工，預計5/15請款，請款經額為10千元

2018.05.14 163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預計六月招標

2018.05.14 1635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預計5/16回傳EMAIL

2018.05.14 164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規劃設計中，預計6月中發包，7/1施工

2018.05.14 1645 台東市公所 工務課技士賴俊豪 (089)333517 已完工，預計五月請領全部款項 請款經額為898.025千元

2018.05.14 1645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已回傳EMAIL

2018.05.14 165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預計5月底發包

2018.05.14 1652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5月底發包

2018.05.14 1655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辦理發包設計準備中，預計6月底發包

2018.05.14 1700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建設課林先生08-8631144 第一次流標，準備第二次上網公告，預計5月底發包

2018.05.17 0945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904 主任不在

2018.05.17 0954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主任不在，待主任回撥

2018.05.17 100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已發包，待回傳EMAIL

2018.05.17 1041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5/21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5.17 1109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預計5月底發包

2018.05.21 1615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已回傳EMAIL

2018.05.21 110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劉寶珠 037-559595    預計6月底完工，7月請款

2018.05.21 1105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小姐 037-359444 交由苗栗縣水利科辦理規劃設計中，第一次流標，預計6月中發包

2018.05.24 0950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904 主任不在

2018.05.28 1630 潭子區潭子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40 南區和平國小 陳涵青組長 04-22613139#731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45 大里區大元國小 廖恭儀主任 04-25324610#203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50 霧峰區復興國小 劉健德主任 04-23306075#688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52 北屯區三光國中 呂志成主任 04-22313699#730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55 東勢區新盛國小 李曉玲主任 04-25876642#203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658 清水區吳厝國小 薛建成主任 04-26200864#205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700 大甲區大甲國中 事務組楊小姐 04-26872564#131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8 1705 大肚區大肚國小 事務組張組長 04-26992016#730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9 1000 水里鄉成城國小 陳建隆主任 049-277-0140#16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9 1005 南投市嘉和國小 林宗盛主任 049-2222430#121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29 1010 名間鄉中山國小 游顯宗主任 049-2582335#13 待上傳雲端資料庫

2018.05.30 102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承辦人不在

2018.05.30 1025 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 李淑娟主任 05-2691013#904 已完工，預計6月請款，請款經額未定

2018.05.30 103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已上網公告

2018.05.30 103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主任不在

2018.05.30 104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主任不在

2018.05.30 1130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待回傳EMAIIL

2018.06.06 100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6/7竣工 預計6月中請領第一期款項

2018.06.06 1000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50 屏東縣府胡先生負責 規劃設計中 預計七月中發包

2018.06.06 1025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6月中發包

2018.06.06 1028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主任不在

2018.06.06 1030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主任不在

2018.06.06 1050 中正地政事務所 總務 黃先生 (04)2237-2388#407 已完工，後續會上傳詳細資料，預計6月底前請領款項95千元

2018.06.06 1100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國小) 王天賜主任 05-3451010#904 已完工，預計6月底前請領款項95千元

2018.06.06 134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陳文騫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6.06 140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預計六月底招標

2018.06.07 093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預計6月中完工，預計6月底前請領款項51千元

2018.06.07 0945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建設

課林先生 08-8631144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6.11 160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尚未回傳資料 主任不在 已請人轉達

2018.06.11 1610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變更設計，預計7月底完工

2018.06.11 163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已發包，資料尚未回傳，電話說預計六月底開工

2018.06.19 162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規劃設計中，預計7月中發包

2018.06.19 1416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預計7月初發包

2018.06.19 1440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6.19 1453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6.19 1506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6/22上網招標，發包後會回撥，預計7月初發包

2018.06.19 1618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7月初發包

2018.06.25 1530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更改中 預計7月底完工

2018.06.25 1535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小姐 037-359444 預計7月初完工 可否發送公文確認成效評估內容

2018.06.25 1540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小姐 037-359444 規劃設計中，預計7月中發包

2018.06.25 1545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預計7月中發包 7/12 7/26上午才會在 其餘時間不在

2018.06.25 155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05-5863174#13 因建築師無故離開 預計7月中發包

2018.06.25 1555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承辦人出差 確認成效評估內容

2018.06.25 1620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復案執行中 預計7月初發包

2018.06.25 163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施習斌主任 05-2720042#03 更改設計中 預計7月中發包

2018.06.25 1635 台南市白河區(玉豐國小) 李榮添主任 06- 6852524#12 承辦人下班 明日會回復

2018.06.26 1000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黃旭州主任 07-6801153#31 已回傳資料

2018.06.28 150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承辦人不在

2018.06.28 152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承辦人不在

2018.06.28 1630 屏東三案工程 林經理 0972809829 確認成效評估資料

2018.06.28 0938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主任不再，下午再回撥

2018.06.28 0940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不再，下午再回撥

2018.06.28 0945 雙溪區雙溪國小 林佳禾主任 02-2493-1005#32 主任不在，明天再撥

2018.06.28 0951 雙溪區市民活動中心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雙溪區市民活動中心皆已完工

2018.06.28 0954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6/29尚未有廠商投標，招標中。

2018.06.28 1001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1 主人不再位置上，待回撥

2018.06.28 1004 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林主任 02-2621-6139#12 6/28已完工

2018.06.28 1007 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柯俊吉 組長 02-2972-2095#181 6/30完工

2018.06.28 1113 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羅宏益 主任 02-24986503#510 主任不在，明天再撥

2018.06.28 1119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11 待回撥

2018.06.28 1516 基隆市武崙國小 王建斌 主任 02-24310018#31 6/22已完工

2018.06.29 0641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上網招標中，預計7/6發包

2018.07.02 0955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林宜欣 先生
07-3340625

0933417366
待回傳詳細成效評估資料

2018.07.02 100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承辦人不在

2018.07.02 1100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林宜欣 先生
07-3340625

0933417366
已回傳。

2018.07.04 093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7/17開標

2018.07.04 0937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目前還在規劃設計中

2018.07.04 1000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預計8月初發包，10/31前完工

2018.07.04 1000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預計8月初發包，10/31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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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各案追蹤暨諮詢回覆紀錄表續 8 

2018.07.06 1150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09 100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承辦人休假 7/12才回來

2018.07.09 1005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已於6月初完工 請款經額為100千元 請款遲遲未下

2018.07.09 101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已發包，資料尚未回傳，預計七月底以前開工

2018.07.09 101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7.10 091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更改設計中 預計7月底發包

2018.07.10 092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7/13尚未有廠商投標，招標中。

2018.07.10 0925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10 0932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7.11 1500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小) 蔡易霖主任 05-2212871#281 成效資料已回傳

2018.07.12 1340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7.12 135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承辦人不在

2018.07.04 093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7/17開標

2018.07.04 0937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目前還在規劃設計中

2018.07.04 1000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預計8月初發包，10/31前完工

2018.07.04 1000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預計8月初發包，10/31前完工

2018.07.06 1150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10 092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7/13尚未有廠商投標，招標中。

2018.07.10 0925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10 0932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7.13 0940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7.13 0946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主任參加研習，7/23才上班

2018.07.13 0952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不在位置，待回撥

2018.07.18 900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7/18流標，正辦理2次招標

2018.07.18 1031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預計8月初上網招標

2018.07.18 1040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7/18尚未有廠商投標

2018.07.18 1046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尚未回傳資料，7/23才上班，再撥

2018.07.18 1050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7.19 140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第二次招標，7/25開標

2018.07.24 1230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已回傳資料，於完工後申請請款

2018.07.25 0931 新店垃圾焚化廠 莊小姐 02-2214-2022#102 財務採購案，已完工，請款日期為8月中驗收通過後

2018.07.25 0938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7/25尚未有廠商投標

2018.07.25 0945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尚未回傳資料，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25 0953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7.25 1006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尚未回傳資料，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7.25 1016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已發包，請款日期未定，預計會如期7/31完工，驗收完成後請款，會再回撥

2018.07.31 0929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 彭姿瑜 主任 02-24931671#13 已回傳資料，已完工，無使用在沖廁

2018.07.31 0940 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張光輝 主任 02-29061133#40 7/31完工

2018.07.31 1110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7/12已完工 待驗收 預計8月請款655.342千元 要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7.31 112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8月中發包

2018.07.31 1122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換人 需再確認詳細工程進度

2018.07.31 1125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承辦人不在

2018.07.31 1130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簡國柱主任 05-2652061#940 已完工 預計請款49.9千元 已確認成效評估參數

2018.07.31 1135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 賴俊誠主任 05-2691440 已完工 預計請款100千元 要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7.31 1140 芬園鄉文德國小 蘇佩文主任 04-8590012#120 已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8.01 1003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8.01 1009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尚未回傳資料，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8.03 0936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8.03 094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蔡佩玲小姐 037-359444 7/25已完工 承辦人尚未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8.03 0942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主任不在，8/5再撥

2018.08.03 0945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05-2626545#115 已竣工 資料尚未回傳

2018.08.03 0946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預計9月初上網招標

2018.08.03 095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流標 預計八月中再次招標

2018.08.03 0953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還在申請相關執照，已向水利署說明，預計9月中發包，於明年初完工

2018.08.03 0953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還在申請相關執照，已向水利署說明，預計9月中發包，於明年初完工

2018.08.03 095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8.03 0958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8.03 100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已上網公告，預計8/7發包

2018.08.03 1005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承辦人出差

2018.08.06 1325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 目前申請提高補助金額，預計8/24上網公告招標

2018.08.06 1337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8.06 1339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再次提醒，尚未回傳資料，已發包，待回傳資料

2018.08.14 1055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再次提醒，8/17以前

2018.08.14 1104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主任換人，已發包，待回傳資料，再次提醒，8/17以前

2018.08.14 1108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主任不在，待回撥

2018.08.14 1146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8/31發包

2018.08.15 1005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承辦人出差 下午會回來

2018.08.15 1008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8.15 101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李怡嫻主任
05-5863174#13 業務已轉交 預計8月底發包

2018.08.15 101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承辦人不在

2018.08.15 102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王志傑主任
05-2626545#115 承辦人不在 待回電

2018.08.15 1025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王志傑主任
05-2626545#115 已竣工，已回復程評估參數

2018.08.15 1030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8.15 1035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承辦人電話中 待回電

2018.08.15 104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流標一次，預計8月底前發包

2018.08.15 1045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黃旭州主任 07-6801153#31 承辦人不在

2018.08.15 1050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預計九月中發包

2018.08.15 1130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王志傑主任
05-2626545#115 已回傳資料，缺承包廠商及請款經費

2018.08.16 102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承辦人出去洽公

2018.08.16 1040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預計8月底發包

2018.08.16 1045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已上網公告 預計八月底發包

2018.08.16 1048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8.16 1055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旭太主任

王志傑主任
05-2626545#115 已完工 工程費為148千元 請款經額為161.896千元

2018.08.16 0957 瑞芳區九份國小 曾旭良 主任 02-2497-2263#22 以回傳資

2018.08.16 1029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不在

2018.08.17 090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已回傳資料

2018.08.17 1038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不在，無人接聽

2018.08.17 1455 造橋鄉龍昇國小 總務主任 037-651363#663 確認澆灌面積為300M2

2018.08.17 1500 頭份市僑善國小 總務主任 037-663137#14 確認收集面積為400M2 澆灌面積為150M2 雨水貯存槽(生態池)為10噸

2018.08.17 1503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主任不在，無人接聽

2018.08.17 1510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組長不再

2018.08.17 1520 苑裡鎮山腳國小 總務主任 037-745024#704 確認收集面積為5000M2 澆灌面積為2000M2 雨水貯存槽為128噸

2018.08.20 0930 雙溪區泰平市民活動中心
雙溪區公所

鍾先生
02-2493-1111#219 已回傳資料

2018.08.20 0942 基隆市德和國小 謝 主任 02-24278095#30 8/16已完工

2018.08.20 0944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已發包，待回傳資料，再次提醒

2018.08.20 1059 新竹市光武國中 劉治傑 組長 03-5778784#702 已回傳資料

2018.08.23 100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承辦人不在

2018.08.23 100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已完工，預計9月請款，待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8.23 1010 斗南鎮石龜國小 謝志松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8.23 1015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承辦人不在 下午才會回來

2018.08.23 1020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黃旭州主任 07-6801153#31 承辦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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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3 1025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一次性發包 請款經額為1821.068千元 沒有細分三間學校

2018.08.23 103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已回傳成效評估資料

2018.08.23 1340 高雄市茂林國民中學 黃旭州主任 07-6801153#31 已完工 請款經額為749.060千元

2018.08.23 1350 金門縣消防局 行政科陳慶生 082-324021#6501 預計10月發包

2018.09.03 1015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尚未確認各自請款經額，9月中可再確認

2018.09.03 1015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預計9月中發包

2018.09.03 1025 斗南鎮石龜國小 曾一鑫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9.03 1035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李怡嫻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9月中發包

2018.09.03 1045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承辦人不在

2018.09.03 105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開會 下午才會在

2018.09.03 110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流標2次 預計9月中發包

2018.09.03 1105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流標一次，預計9月發包

2018.09.03 1110 崁頂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建設課林先生08-8631144 地下水冒出 申請停工 預計10月底完工

2018.09.10 0955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下午再撥

2018.09.10 1003 基隆市文化局 呂先生 02-24224170#302 呂先生離職，新承辦人目前尚不知，等待科長聯絡

2018.09.10 1009 市立體育場-體育館暨游泳池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已向水利署說明，預計10月中發包，於明年初完工

2018.09.10 1009 市立體育場-暖暖運動公園 鄭芬芳 小姐 02-24275518#21 已向水利署說明，預計10月中發包，於明年初完工

2018.09.10 1129 基隆市文化局 陳先生 02-24224170#302 目前還在設計規劃中，預計9/21發包

2018.09.10 1146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9/21開標

2018.09.10 1343 蘇澳鎮公所 歐佩宜 小姐 03-9973421#326 雨水貯留設施預計9月底復工，10月中完工

2018.09.10 1348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邱科員 03-3379119#683 不再位置上

2018.09.10 1356 瑞芳區瑞亭國小 張志峯主任 02-2497-1726#203 預計9/14上網公告招標

2018.09.11 0930 斗南鎮石龜國小 曾一鑫主任 05-5972354#12 承辦人不在

2018.09.11 0940 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環保局)蔡秀花 小姐 05-3620800#505 暫時停工 預計10月底完工

2018.09.11 0942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9.12 1145 斗南鎮石龜國小 曾一鑫主任 05-5972354#12 因近期進行校舍補強工程 此工程可能無法施作

2018.09.12 115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9.12 1340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已發包 待回傳EMAIL

2018.09.19 102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等等回撥 忙線中

2018.09.19 1025 田中鎮新民國小 徐溢鴻主任 04-8756166#131 已完工，9月底請款

2018.09.19 103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李怡嫻主任
05-5863174#13 預計9月底發包

2018.09.19 1035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已完工，沒有各自請款經額 預計10月初請款

2018.09.19 1040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交由苗栗縣水利科辦理

已發包 9月底要傳EMAIL

2018.09.19 1045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已上網公告 預計9月底發包

2018.09.19 1050 高雄市文府國民中學 陳信宏組長 07-3495569#31 流標三次，預計9月底發包

2018.09.19 1055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承辦人不在

2018.09.27 0938 基隆市文化局 陳先生 02-24224170#302 待回撥

2018.09.27 0941 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 簡仲倫 主任 02-2942-0451#5501 預計10/1開標

2018.10.01 0922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永安分隊邱科員 03-3379119#683 已完工，預計10/12請款

2018.10.01 0928 基隆市文化局 陳先生 02-24224170#302 將於10/5上網公告第二次招標

2018.10.04 1000 造橋鄉龍昇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承辦人不在

2018.10.04 1010 大湖鄉新開國小 苗栗縣水利科蔡佩玲小姐037-359444 承辦人不在

2018.10.04 1020 西螺鎮文興國小
戴淑端主任

李怡嫻主任
05-5863174#13 等等回撥 忙線中

2018.10.04 1030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小) 賴主任 05-2952145#12 已回傳EMAIL

2018.10.04 104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小) 李立偉主任 05-2720042#03 已發包 待回傳EMAIL

2018.10.04 1050 崁頂鄉力社國小 水利處胡孝賢 08-7320415#6849 屏東縣府胡先生負責 規劃設計中 預計七月中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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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至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雨水貯集利用技術諮詢服務」會議 

 
一、 會議時間：107 年 1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二、 會議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創新學院）研討室 1 樓 
三、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四、 紀錄人：黃健富 
五、 參加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冊） 
六、 主席致詞：（略） 
七、 業務單位報告：（略） 
八、 研商意見及回覆： 
 
 民和國小劉秀燕校長：去年因時程較為匆促，有些學校暫緩申請

計畫，今日水利署南下舉辦說明會，提供各校說明。 
水利署、服務團回覆：（略） 

 水利處吳宗富科員：雨水貯集利用之推行現況，請海洋大學教授

說明。 
服務團回覆：水資源珍貴，但台灣百分之八九十的學校，因為缺

乏專業人員，以及水價低廉等原因，無法設置、延續雨水貯留系

統。相對的，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為了要節省水資源，在部分

項目用水，甚至限制使用雨水。水利署有鑑於此，希望推行計畫，

先從學校開始實行系統的設置。 
底下說明（一）國內雨水貯留系統常見分類，（二）國內發展現

況及設計缺失。服務團主持人曾協助出版《把雨水留下來－雨水

利用百寶箱》，可供大家參考。台灣建置系統，常受限於廠商提

供的設備。有任何疑問，歡迎可與服務團聯絡。（略） 

 民和國小劉秀燕校長：嘉義夏季強降雨，而冬季又缺乏雨水，台

灣面對的水資源困境會不會是如此？ 
服務團回覆：我們也希望建置回收利用系統，不只有雨水，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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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校園廢水。這些都一步步在作。並且希望校園建置的雨水貯留

系統，是能永續經營，而非只是購買簡便設施就好。 

 嘉義縣政府：當初代辦機關寫的是縣政府，但時程已過了，現在

計畫還存在嗎？面對的對象是直接面對你們嗎？ 
水利署回覆：會統一請南水局進行溝通。計畫額度都還在。倘使

要做大、或者修正的話，建議可以先撤案，再提新的完整計畫。 

 溪口國小陳媺慈校長：根據前次會議紀錄，設備所有權為水利署

所有；但如果是如此，主計表示，修繕費用由校方出就有問題。 
水利署回覆：原文為報廢時設備才歸屬學校，修正為一年後歸校

園所有。 

 梅北國小何嘉祥校長：建築師的設計監造費費率標準？是否先給

規劃設計費？ 
水利署回覆：沒有特別規定。就發包，先給 30%，總完工後給 70%。 

 水利處吳宗富科員：計畫時程與表格，由於現在已經不符實際狀

況，建議後續進行修正。 
水利署回覆：再進行研議。 

 提問：如果不想繼續執行這計畫，要進行撤案，需要發文通知嗎？ 
水利署回覆：需要，請發文到水資源局。 
民和國小劉秀燕校長：如果原本的案子要續做或撤案，可能得要

請水資源局發公文，才能執行。 

 梅北國小何嘉祥校長：請撥款的相關事宜，要找誰處理？ 
水利署回覆：建議可詢問南區水資源局。 

 梅北國小何嘉祥校長：有沒有限制澆灌的範圍？雨水貯存系統是

否還需要過濾系統？ 
服務團回覆：沒有限制澆灌的範圍，但建議考量雨水的特性，如

不適宜洗手、接觸人體等。澆灌可能比較方便，沖廁可能會使設

備變黃等。北部某些學校會將水噴灑在屋頂，產生降溫效果。有

相關問題，可進一步找教授團隊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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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回覆：學校不只是提出十多萬左右的案子，也可以提高經

費，成為主要示範的亮點學校。 
 

 縣政府建議，行政程序繁複、耗時，不需要發文到縣政府，四十

萬以上還需經過發包中心。直接發文給各校，公文註明交由各校

自行發包。縣政府應該都會尊重。 

 
九、 散會：107 年 1 月 29 日上午 12 時 0 分 
十、 活動紀錄照片 

  

  

十一、 會議簽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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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嘴潭轄內及本署所屬單位設置雨水貯留

系統規劃構想討論與評估可行性先期作業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署中水局 2 樓第 2 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組長國樑                記錄：彭雅琴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影本 

伍、主席致詞：(略) 

陸、主辦單位報告：（略） 

柒、與會人員發言意見：（略） 

捌、鳥嘴潭轄內地方單位事項討論 

一、訴求： 

(一)霧峰區公區：主要用途為區內公園、綠地的澆灌或沖廁，

惟因目前地面已有植栽，施設方式如何不影響既有植栽，

仍需考量。 

(二)霧峰區光正國小：目前計畫預計配合舊房舍 108-109 度改

建及增設進行施設，屆時再提出雨水貯集配置方式，敬請

提供規劃方式參考。 

(三)霧峰區四德國小：本校雨水貯留設施自 100 年完工後，但

目前設施未能有效應用，目前雨水是儲存在筏基，但未能

有利用機制而且筏基雨水常滿流溢出，故希望能針對現有

設施進行改善，讓原有設計之雨水回收能妥善利用。 

(四)霧峰區霧峰國小：學校屋頂目前無落水管等著處可供收集

雨水，希望可另設計天溝、落水管等集水設施引水至貯留

槽利用。 

(五)草屯區碧峰國小：目前校內多使用地下水，期能新設雨水

貯留利用系統來取代地下水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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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加強雨水貯留網站的宣導功能： 

1.增加雨水貯留利用的優勢及限制、常見的 Q&A 等。 

2.增加雨水貯留利用可觀摩學習的示範點建立，以利有興

趣的學校與單位就近觀摩與學習。(最好能分類)。 

3.提供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計畫書填報的範例供參(最好能分

類)。 

4.主動式的 Q&A(主針對有興趣的學校或機關)提供可能的

問題，並適時提出協助及回應。 

(二)請今天出席的機關或學校提供計畫場址的平面佈置圖，並

建立窗口。 

(三)建議執行團隊能就所建置的雨水貯留系統的分佈、效益、

規模、施設分類，並依縣市(鄉鎮區統計)來呈現。 

玖、本署所屬單位事項討論 

(一)三河局部分 

1.針對原先雨水彙集至生態池及其澆灌系統，生態池漏水

的問題要先加以改善。 

2.辦公大樓附近仍有大面積的草地之可能規劃設計雨水貯

留利用系統，可做為下階段擴大的推展方向。 

(二)水規所部分： 

1.目前水規所霧峰辦公區僅 B 棟大樓有設置雨水貯留設

施，惟彙收集的管線目前已失效，建議能重新鑑整維修。 

2.據舊正區水工大樓有設置相關雨水貯留系統建置，且目

前使用正常，彰化辦公區及崎頂辦公區目前並無雨水貯

留相關設施設計。 

3.建議水規所能恢復原霧峰辦公區 B 棟的雨水貯留利用的

功能，未來並循序漸進考量彰化及崎頂辦公區增設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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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三)中水局部分： 

1.目前中水局霧峰辦公區的調度中心大樓已設置雨水貯留

利用設施。 

2.原辦公室大樓及附近即有大面積的草地、草棚等，可能

增設雨水貯留利用，可做為下階段擴大的推展。 

3.建議按各水庫管理中心或壩堰等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的規

劃施作。 

壹拾、通案建議： 

一、針對每座雨水貯留利用的「供水效益」，特色及成本加強研析

及評估。 

二、未來要加強雨水貯留利用的宣導，盡可能以淺顯易懂、生動

活潑或動畫方式來呈現。 

三、建議思考如何加強縣市地方政府水利、教育單位的橫向聯繫

及溝通。 

四、如何擴大雨水貯留利用的效益，並結合教案、教材或環教，

建請加強思考及研析。 

壹拾壹、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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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市立體育場 -暖暖運動公園  

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東碇路 15 號  

聯絡人 /電話：鄭芬芳  小姐 /  02-24275518#2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4 月 18 日  AM1000 

出席委員：鄭芬芳、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預計設計監造發包日期為 107 年 4 月 20 日，廠商審查日期訂為

107 年 5 月 11 日，經本團隊現地調查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共可分三

處(以下以分區 1~3 區分)各別實施後串聯，其中主要為分區 1 招待中

心之屋頂(收集面積約約 200 平方公尺)收集以及前置滯洪池雨水收

集、分區 2 中間運動場(網球場旁)之廁所雨水利用(未收集)，以及運

動場最高處位置分區 3 之廁所雨水收集(收集面積約僅約 100 平方公

尺)及利用等。主要之供水線以最低處(招待中心)收集後以加壓泵浦抽

蓄至最高處(廁所)形成環狀式供水，除提供各處之沖廁使用用水，一

預計配合該區澆灌線進行園區內澆灌作業。 

規劃方式(草案)： 

1. 分區 1 利用招待中心頂樓斜屋頂，取面積約為 200 ㎡收集雨

水，且因應鄰近之滯洪池收集地行之雨水，配合該中心架高

處設計，預計於前庭底下加設置雨水貯集槽 20 噸(組合型基

磚形式雨水槽)，共同收集之。 

2. 分區 2 主要為雨水利用區域，以本區廁所為主，須由分區 3

之雨水收集配水塔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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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區 3 主要為廁所屋頂雨水收集以及加設配水塔，由分區 1

之中繼水槽將雨水以機械方式抽蓄至本區配水塔，以為整體

園區循環利用。 

4. 全園區已備有澆灌管線，屆時只需由最上方之雨水儲存槽分

別以重力式供給全區澆灌作業。 

5. 儲存槽預計以地下組合式水箱設計，且配有(即有)地下自來水

補助水塔(RC 製品)，以提供該處水儲存槽不夠水體用水時補

充水源。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尚在規劃設計階段，在整體規劃草案上，謹將本

次調查狀況、諮詢意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依現地勘查初步了解，雨水地下貯蓄槽體預計施作之位置在

分區 1 招待所之前庭下方，就目前認知，前庭下方已設有自

來水儲備槽，提供本園區自來水中繼槽之使用，因此在配置

雨水貯留槽時須加強注意開挖空間以及貯存位置，避免兩槽

體置設過近。 

2. 呈上問題，建議可將地下雨水貯存槽體置設在該區連結道路

或是後方籃球場鄰近區域。 

3. 分區 2 網球場旁之廁所雨水使用區域，建議加設配水槽體，

以提供本區用水，或配合即有之機械抽排設備，加壓提供本

區之供水。 

4. 本案設計過程，含設計案發包、審查等，如需本團隊協助設

計或相關問題諮詢，歡迎隨時來電/e-mail 詢問。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分區 1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4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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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

費仍需進一步評估。 

2. 整體而言，依本次初步現地調查了解，上方監測設備施作位

置空間尚區進一步與設計單位瞭解，而該業管單位(體育場)

願配合度意願高，建議可進一步做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主

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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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基隆暖暖運動公園分區 1 招待所屋頂雨水貯集現況 

 

附圖 2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貯水設施預埋設地點(招待所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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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預定既有滯洪設施(地形集水)進行雨水收集匯合利用 

 

附圖 4  分區 2 廁所雨水利用區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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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分區 3 廁所雨水利用區域現況及備用桶槽預架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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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市立體育場 -體育館暨游泳池  

地址：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40-1 號  

聯絡人 /電話：鄭芬芳  小姐 /  02-24275518#2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4 月 18 日  AM1000 

出席委員：鄭芬芳、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場於規劃時，除游泳池外尚包括體育館工程於民國 69 年 3 月-70

年 12 月完工，此兩項運動場所完成後每年約有 280,000 人次至本館

運動，故本館除了游泳池用水以外，就以沖廁用水量為最大宗，因臺

灣冬季的經常性乾旱，常造成包括民生及灌溉用水拉警報。為響應政

府開發新興水源之理念，本場將設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藉以澆灌園

區植栽及廁所沖廁用水，讓民眾認識與雨水貯集(新興水源)之重要與

環保意義。 

本案預計設計監造發包日期為 107 年 4 月 20 日，廠商審查日期訂為

107 年 5 月 11 日，經本團隊現地調查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為游

泳池屋頂面積以虹吸式雨水收集方式進行，屋頂面積約 5,800 平方公

尺收集雨水後並與游泳池廢水回收匯流至游泳池前停車場(面積約

800 平方公尺)，設置雨水貯留槽儲存利用；主要之供水線以停車場最

低處收集後之雨水以加壓泵浦抽蓄至配水塔形成環狀式供水以提供

該館沖廁用水、園區花圃澆灌等利用。 

規劃方式(草案)： 

1. 該館單位人數辦公(上課)人數約 21人，洽公人數約每日約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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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雨即利用項目包括設置雨水水質、水量監測系統並設置

圖控軟體及電子看板，來呈現雨水貯集設施中的雨水即時水

質、水量及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的效益。 

2. 初步規劃設計製作數面大型環境教育及節水看板，除可讓來

市立體育館暨游泳池運動市民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之介紹

與說明外，更可作為於基隆市各級學校水資源教育宣導及環

境教育課程之用。 

3.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於體育館暨游泳池整棟建築物之圓弧屋

頂(雨水收集效率係數高)做為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之集雨區

域，由於體育館暨游泳池屋頂的集雨系統天溝、落水頭及雨

水束管因年久均有破裂及漏水的問題，故本規劃設計將在體

育館暨游泳池屋頂設置虹吸式排水以解決屋頂大面積(約

5800m2)需快速排水的問題。 

4. 雨水儲存槽因考量體育館暨游泳池可設置雨水貯集設施空間

不大且有停車問題故設置施工快速承載力高的地下型組合式

貯水槽(地下型組合式框架 100m3)，來設計設置雨水貯集利用

系統及雨水監測系統，供應體育館暨游泳池沖廁(管區共 10

間廁所)，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街道清洗等。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尚在規劃設計階段，在整體規劃草案上，謹將本

次調查狀況、諮詢意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依現地勘查初步了解，雨水地下貯蓄槽體(地下型組合式框架

100m3)預計施作之位置在游泳池前方停車場下方，就目前規

劃瞭解，未來泳池內部之廢水及本次屋頂雨水貯集皆會收集

匯流貯集於槽體內，建議未來在施作時貯蓄槽體能區分為兩

部分，一部分為雨水收集，一部分為廢水收集，兩者可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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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 虹吸式屋頂雨水收集雨水量大，建議在設計施作時宜應注意

本館五層樓高之水壓力，於收集匯流處應加強注意館壓問題

避免水壓過高爆管。 

3. 雨水收集系統或游泳池廢水收集在過濾設備設計時宜應注

意，建議有充分之沉澱、消毒等設備設計。 

4. 儲水槽設於停車場下方，建議設計時宜應注意未來上方停車

之載重及維修管線、維修孔等之出入口等安排，以便於未來

清淤等維護管理之簡易性。 

5. 本案設計過程，含設計案發包、審查等，如需本團隊協助設

計或相關問題諮詢，歡迎隨時來電/e-mail 詢問。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本案場因館區今年度(107 年)年底尚有館內建築物補強作業

等工程預進行(預計本年度 7 月中旬前施作至明年中旬)，於本

計畫監測示範設計時間上可能會有延遲設計或施作之可能，

然本案場以先預計規劃有監測設備，未來亦可提供作本計畫

監測數據之參考，或可於監測設計時本團隊配合該案場共同

實施。 

2. 整體而言，依本次初步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尚

未明確，空間尚區進一步與設計單位瞭解，而該業管單位(體

育場)願配合度意願高，建議可進一步做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

擇備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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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設施位置及預埋設地點(游泳池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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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宜蘭縣同樂國民小學  

地址：宜蘭縣員山鄉新城路 84 之 4 號  

聯絡人 /電話：陳蓎諼  小姐 / 03-9223543#105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0 日  AM1000 

出席委員：陳蓎諼、李世偉、彭雅琴、李靜雯、廖朝軒、黃

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7 年 2 月 27 日簽約，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7 年 4 月 18 日已完工驗收，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可分二

處(以下以分區 1,2 區分)各別實施後個別利用，屋頂總收集雨水面積

約 650 平方公尺，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不鏽鋼天溝. 雨水貯集設

備 .電氣設備工程費.給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收系統，雨水利用標的

主要為該校雨水貯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做為學校校園建築

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其次，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來進行兩側

之沖洗廁所，及馬桶用水等。 

規劃方式： 

1. 分區 1 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350 ㎡收集雨水，

屋頂四周另架設不鏽鋼天溝，配合洗孔將雨水收集後倒入下

方(一樓中庭)北側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分別設置圓形立

桶及臥桶各一，容量共約 4.5 噸。 

2. 分區 2 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300 ㎡收集雨水，

屋頂四周另架設不鏽鋼天溝，配合洗孔將雨水收集後倒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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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樓中庭)南側雨水桶收集後，再注入原先地下型 RC 井水

儲存槽，共同使用，本案雨水儲存槽設置圓形立桶容量約 5

噸。 

3. 全園區另設沖廁及澆灌管線，屆時只需由雨水儲存槽分別以

機械(泵浦)供給全區廁所沖廁及澆灌作業。 

4. 雨水收集設備另設有初期雨水過濾，由落水管收集後經初期

雨水過濾後至儲存槽使用。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初期雨水過濾以分流方式將雨水儲存至雨水桶槽，然而

進水口與出水口約相同(4”管徑)管徑，亦即雨水極可能大部分

均已直接排放，能收集的雨水量在小雨時相當有限。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明。 

3. 屋頂集水區域部分，因已老舊積有大量塵土，容易造成管線

堵住影響雨水收集效益。 

4. 同上述，天溝設計某些區段在屋簷下方，無法由屋頂直接清

掃，後續維護等不易，建議應加強屋頂清掃等作業。 

5. 現有之屋頂排水管未因本次加設之雨水收集天溝而更新設計

形式，亦即雨水亦大部分會先由即有排水管直接排除，減少

收集效益；建議略增加即有排水管排水位置，增加雨水收集

效益(備註:如本身屋頂已遭遇排水不易等問題，則可忽略此項

建議，但仍應加強防止管線堵塞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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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分區 1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2 吋

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

費仍需進一步評估，分區 2 因與井水等儲存設施合併，暫不

列入監測觀察對象。 

2. 整體而言，依本次初步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

間尚區進一步與設計單位瞭解，而該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

高，建議可備取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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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屋頂雨水貯集現況 

 

附圖 2  雨水回收初期雨水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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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分區 1 雨水桶槽架設(臥桶及立桶各一) 

 
附圖 4  分區 2 廁所雨水利用區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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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走廊花台澆灌線配置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241 

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宜蘭縣寒溪國民小學  

地址：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  16 號  

聯絡人 /電話：楊  主任 / 03-9517441#202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0 日  AM1150 

出席委員：李世偉、彭雅琴、李靜雯、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本案該項設施 107 年 3 月已完工驗收，經暸

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可分二處(以下以分區 1,2 區分)各別實施後

個別利用，屋頂總收集雨水面積約 850 平方公尺，主要設計設施項目

包括: 於學校教學樓之屋頂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工程（利用斜屋頂及設

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校園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及廁所

用水(以山水雨水切換，將學校廁所沖洗用水改以雨水代替，若雨水

不足時可以將山水補充至雨水撲滿以供備用，另製作數面節水宣導看

板，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之介紹與說明。 

規劃方式： 

1. 分區 1 於教學樓區地面設置 2 座各 1 噸儲水桶（如照片 1），

引入斜屋頂之排水，用於澆灌前庭植栽。 

2. 設置植栽、菜園等澆灌線，以重力方式補充植生用水。 

3. 分區 2 於 2 樓廁所後方旁設置一座 4 噸儲水桶，引入教學樓

斜屋頂雨水後儲水利用，支應廁所用水。 

4. 分區 2 餐廳停車場旁原泥鑄水塔修繕，引入山泉水作為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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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時之校內廁所清洗及澆灌的穩定水源。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屬簡易型設施規劃與施做，應有之設計與規劃概念均已

大部分納入設計考量。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上色並加註文字說明。 

3. 屋頂原有落水管至雨水收集管過程中已由 3”管縮減至 2”管，

可能會造成雨水回堵排水不易等現象。 

4. 未設置雨水初期過濾設備，後續應注意桶槽內部清洗維護事

宜。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分區 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1 吋

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

費可列入進一步評估，分區 1 因僅用於澆灌設計，暫不列入

監測觀察對象。 

2. 整體而言，依本次初步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

間充足，而該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高，建議可備取後續監

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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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儲存現況 

 
附圖 2  雨水落水管收極端管線窄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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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分區 1 雨水桶槽架設及配管(未塗裝成綠色) 

 

附圖 4  分區 1 雨水澆灌現況(重力方式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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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分區 2 雨水貯留設備現況 

 

附圖 6  分區 2 現有山泉水收集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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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蘇港路 215 號  

聯絡人 /電話：歐佩宜  小姐 / 03-9973421#326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0 日  PM1330 

出席委員：歐佩宜、李世偉、彭雅琴、李靜雯、廖朝軒、黃

偉民  

案例說明： 

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本案該項設施 107 年 3 月 2 日開工，但因為

搭配其他工程(屋頂整修工程)，本案目前暫時停工中，復工日期約 7

月中旬後。本案規劃情況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可分公所左右

二處(以下以分區 1,2 區分)各別實施後個別利用，屋頂總收集雨水面

積約 860 平方公尺(單位樓地板面積 3439.759 平方公尺，地下 1 層、

地上 3 層)，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 分兩區分別於公所前庭停車場等

處分別設置約 12 噸(共 24 噸)雨水貯留利用設施（利用屋頂及設計相

關管線設施），供應公所廁所用水(以自來水切換，將公所廁所沖洗用

水改以雨水代替，若雨水不足時可以將自來水補充至儲水槽以供備

用。 

規劃方式： 

1. 分區 1、2 為分別於公所東西側停車場地面各設置組合型不鏽

鋼水槽約 12 噸儲水桶（兩側共 24 噸，如照片 1），引入原有

屋頂之排水落水管，銜接後匯流於儲存槽，用於本所各層樓

沖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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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沖廁管線(已完成佈管作業)，並預計於屋頂加設配水塔，

預計以加壓泵浦方式上揚至水塔，並以重力方式作為沖廁用

水。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尚在設計與施作工程進行中，謹將本次調查狀

況、諮詢意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現階段已完工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

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

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復工後宜應即刻補上色並加註文字說明。 

2. 建議應於屋頂修繕工程(另外工程)配合施作屋頂攔汙等設施

設備，以減少屋頂塵土等進入儲水槽體。 

3. 初步了解該項儲存槽體設施設備為以不鏽鋼等材料焊接而成

組合形式桶槽，應加強注意桶槽之穩定性及結構穩定。 

4. 同上，桶槽內部未來清淤等作業、維修孔、排汙孔等，現階

段未曾看見相關配件或施作位置，建議後續復工後宜應加強

注意。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4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

經費仍需進一步評估。 

2. 因施作工程復工時間未定，暫不列入監測位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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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儲存槽施作現況 

 

附圖 2  屋頂現況(屋頂改善為另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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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落水管架接施作現況 

 

附圖 4  水槽底座(施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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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宜蘭縣蘇澳國民中學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 1 號  

聯絡人 /電話：林克劼  組長 / 03-9962137#38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0 日  PM1440 

出席委員：林克劼、李世偉、彭雅琴、李靜雯、廖朝軒、黃

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7 年 1 月 25 日開工，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7 年 3 月 5 日已完工驗收。本案設施規劃配置情況經暸解該設施配

置地點主要為該校達觀樓(分區 1)及體育館屋頂(分區 2)，收集雨水面

積個別約 500 及 2,000 平方公尺，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 分兩區分

別於分區 1 設置約 2 噸(配置在 4 樓空間處)雨水貯留利用設施（利用

屋頂及設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達觀樓廁所用水(以自來水切換，將

廁所沖洗用水改以雨水代替，若雨水不足時可以將自來水補充至儲水

槽以供備用)；分區 2 則修繕即有雨水桶槽 5 噸雨水儲留量，以供應

該區學校菜園之澆灌。 

規劃方式： 

1. 分區 1、2 為分別於學校前後兩側，達觀樓(分區 1)及體育館

屋頂(分區 2)空間處各設置不鏽鋼鐵桶約 2 噸儲水桶，以及現

有 5 噸 PE 桶槽，引入原有屋頂之排水落水管，銜接後匯流於

儲存槽，用於該校達觀樓 1~3 層樓沖廁使用及後側澆灌使用。 

2. 分區 1 為桶槽設置在 4 樓空間處，並設置沖廁管線佈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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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壓泵浦方式作為沖廁用水。 

3. 桶槽配有自來水補充機制，水位低於 1/4 處即刻補充自來水。 

4. 分區 2 沿用原先已設置之雨水桶槽，重新佈管配線至園區澆

灌作業，該區以重力方式達到澆灌功能。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或顏色有誤，且並加註

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

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復工後宜應補上正確顏色並加註文字說

明。 

2. 因桶槽配置在建築物內部，且排汙配管架設未完備，未來清

淤等作業、維修排汙作業等，宜應注意流程與排放方式。 

3. 本案已設置初期雨水過濾設備，然排汙管未架設完全，與問

題三同樣之後續問題宜應注意。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2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

經費仍需進一步評估。 

2. 個案完整，然而與其他案件雷同，暫不列入監測位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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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儲存槽施作現況 

 

附圖 2  雨水配管管線圖裝顏色有誤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253 

 

附圖 3  廁所雨水管線配置現況 

 

附圖 4  分區 2 水槽現況及初雨排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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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分區 2 落水管雨水接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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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單位：景新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 467 巷 37 號  

聯絡人 /電話：洪舜祥主任 /02-2944-8021#830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4 月 27 日  AM1030 

出席委員：洪舜祥、李世偉、彭雅琴、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開工日期為 107 年 2 月 13 日，經本團隊現地調查已竣工驗收(竣

工日期 107 年 3 月 24 日)，該設施設被配置地點為校內前棟教室之屋

頂。共可分兩處分別配置，已分別收集該處之屋頂(面積約 100~150

平方公尺)所收集之雨水至屋頂雨水貯存槽，過濾後提供本校該棟 1~3

樓廁所用水。 

規劃方式： 

1. 利用該校頂樓加蓋斜屋頂，分別取兩處面積各約為 100~150

㎡收集雨水，因雨水集水天溝之設置高度及收集雨水洩水波

度等問題，配合該校天溝設計(兩道天溝)及原有之雨水初濾設

計等，加設雨水收集管線及該處之落水管出口處(共計 8 處)，

收集雨水至儲存槽利用。 

2. 儲存槽以組合式水箱設計，桶槽高約 1M 深，平均分配至兩

處收集區域，每處約配有 12 噸槽體，且兩處均配有(即有)自

來水補助水塔，以提供該雨水儲存槽不夠水體用水時補充水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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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校該棟大樓共計 4 層樓，設施設備主要架設於屋頂，雨水

儲存後直接以重力式補充該棟建築 1~3 樓廁所沖廁用水，達

到水資源充份利用目標。 

 

目前使用情形與服務團修訂建議（系統是否依然運作及遭遇之困難

等）： 

本系統自 107 年 3 月底設置至今，在整體使用上，在整

體營運上均能維持正常運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見

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依現地查詢兩處共 8 落水管匯合處，雨水收集管線架設計有

4 處管線銜接有疑慮處，當天已建議學校銜接修正方式，包

刮初期雨水收集處與第二天溝收集處之銜接處理方式修訂

等。 

2. 全程雨水收集、供應等水管佈線建議補追加漆成綠色，並追

加雨水利用等字體標示，以利學校在日後管線維修、追加等

便於確認，減少佈線錯誤機會。 

3. 學校目前僅收集 2 處各 4 做落水管位置，然學校屋頂上方位

置仍充裕，建議可在下期工程等追加雨水收集處，增加該校

雨水收集面積，以增加雨水收集效益。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觀察本校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較大(約 4 吋管徑)，如後續預

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仍需進一步評

估。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上方監測設備施作位

置空間足夠，且該校意願配合度高，建議仍可作為後續監測

示範地點選擇備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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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景新國小教學大樓屋頂雨水貯集屋頂現況 

 

附圖 2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貯水設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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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截接既有屋頂雨水排放管，進行雨水收集 

 

附圖 4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中之過濾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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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中之初期雨水過濾設施(既有設備) 

 
附圖 6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中之轉配送至 1~3 樓廁所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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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單位：秀朗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 202 號  

聯絡人 /電話：簡仲倫主任 /02-2942-0451#550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4 日  PM0130(第一次會勘 ) 

                107 年 5 月 8 日  AM0930(第二次會勘 ) 

出席委員：簡仲倫、黃裕欽、廖朝軒、彭雅琴、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目前為規劃設計階段，經本團隊與設計單位、學校等討論協調後

續規劃事宜，該設施設被分別配置地點為校內智、仁、勇三棟教室之

屋頂，並大致共可分五處分別配置，預計分別收集該處之屋頂所收集

之雨水，直接至屋頂雨水貯存槽，初期過濾後提供本校各棟 1~4 樓灌

溉用水。 

該案場為符應節約用水之理念，配合斜屋頂高度，將設置小型水撲滿

(0.5 噸)約 50 座，作為雨水回收系統，藉以澆灌校園植栽及廁所清潔，

讓學生認識與雨水回收之重要與環保意義。本校為配合市府政策並基

於永續校園理念，落實從教育層面著手自幼札根節水觀念及行動，結

合適切的維護與管理機制，提出以後述整體相關重點規劃。 

規劃方式： 

1. 設置內容 

 教育宣導設施：製作 3 面大型節水宣導看板，除可對學校

師生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之介紹與說明外，更可作為於

學校水資源教育宣導及環境教育課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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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貯留系統：於學校 5 棟教室之屋頂設置雨水貯留利用

工程（利用斜屋頂及設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校園建築

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 

2. 使用標的 

 本校雨水貯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將做為學校校

園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 

 可有效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來進行花園植栽澆灌及沖洗

廁所。 

3. 重點規劃 

 針對現有用水硬體設備改善-省水的第一步就是要針對現

有的用水硬體設備做改善。本校已將校內水龍頭全面換裝

省水裝置，運用於澆灌植栽之用。 

 建置校園雨水貯留並用於廁所清潔及澆灌系統-本校位居

新北市，夏冬兩季雨量甚豐，申請本計畫以設置 50 座雨

水貯留桶，將雨水收集，並利用建物高層落差及幫浦為輔

助動力，供給校園植栽澆灌之用及支應廁所用水。 

目前使用情形與服務團修訂建議（系統是否依然運作及遭遇之困難

等）： 

本系統規劃設階段，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見及修

訂建議臚列如下：  

1. 依現地查詢五處落水管匯合處，雨水收集管線架設均預計加

設初期雨水過濾設備，建議學校銜接注意事項，宜應裝設在

內側適合後續清洗過濾設備，並應注意後續維護安全問題。 

2. 全程雨水收集、供應等水管佈線建議追加漆成綠色，並追加

雨水利用等字體標示，以利學校在日後管線維修、追加等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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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認，減少佈線錯誤機會。 

3. 學校目前五處雨水貯留區域，各區域是獨立營運設計，現有

雨水儲水槽(0.5 噸)各統從串連方式為以 1”直徑管逕行連結，

建議可改為 1.5”管~2”管，宜能符合各桶間之雨水輸運。 

4. 雨水儲水槽 0.5 噸不鏽鋼且採臥桶設計，預估實際雨水落水

管串接後各桶槽有效水深僅達 70%以下，建議能另尋其他款

式臥桶，且能裝設單桶 1 噸以上，較能達到雨水收集效益。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觀察本校之雨水流量因五處雨水供水管線明顯(約 1 吋管

徑)，適合設計監測示範地點，然而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

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建議應可另提經費申請，以完整

本案場之雨水利用效能評估。 

2. 整體而言，依兩次現地調查了解，上方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

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高，建議可作為後續

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備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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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秀朗國小教學大樓屋頂雨水貯集屋頂現況 

 

附圖 2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貯水設施欲配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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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截接既有屋頂雨水排放管，進行雨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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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之澆灌線佈置(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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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單位：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 425 號  

聯絡人 /電話：鐘協佐主任 /02-200-6768#8000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4 日  AM1100 

出席委員：鐘協佐、陳素惠、廖朝軒、彭雅琴、黃偉民  

案例說明： 

該案場為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學生於實習農場及植栽澆灌無法控制水

量；在用水上，目前以自來水為主要，唯學校位處林口台地，每每雨

季時節，水量豐沛，但並無相關設施可以將水回收再使用。因此，為

符應節約用水之理念，本案場設置水撲滿(不鏽鋼水塔)4 座，作為雨

水回收系統，全程主要以重力式方式，藉以澆灌校園植栽用水，讓學

生認識與雨水回收之重要與環保意義。 

本案目前已完工使用中，經本團隊與設計單位、學校等討論後，該設

施設備目前運轉營運狀況正常，本案場主要收集學校屋頂所收集之雨

水，經初期雨水過濾後，儲存至澆灌區域鄰近設置儲水設備，提供校

園植栽灌溉用水。 

規劃方式： 

1. 設置內容 

 教育宣導設施：製作數面大型節水宣導看板，除可對學校

師生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之介紹與說明外，更可作為於

學校水資源教育宣導及環境教育課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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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貯留系統：於學校高職部之屋頂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工

程（利用斜屋頂及設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校園實習農

場及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 

2. 使用標的 

 本校雨水貯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將做為學校校

園實習農場及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 

 可有效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來進行花園植栽、農作物等澆

灌。 

3. 重點規劃 

 針對現有用水硬體設備改善-省水的第一步就是要針對現

有的用水硬體設備做改善。本校已將校內水龍頭全面換裝

省水裝置。 

 雨水截流系統改善-在建物頂樓設計虹吸雨水收集系統，

加速本校屋頂雨水回收速度。 

 雨水收集系統增設-架接雨水運輸管線、雨水初期過濾設

備等，收集雨水至雨水貯留槽，供後續應用。 

 建置校園雨水貯留並用於澆灌系統-本校位居新北市林口

區，夏季雨量豐沛，已穫新北市教育局補助新設斜屋頂隔

熱工程並將將雨水收集，並利用建物高層落差，供給校園

植栽澆灌之用。 

 設置教育宣導設施，包括生態水池、洗手台、告示牌。 

目前使用情形與服務團修訂建議（系統是否依然運作及遭遇之困難

等）： 

本系統已完成工程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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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意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全程雨水收集、供應等水管佈線建議追加漆成綠色，並追加

雨水利用等字體標示，以利學校在日後管線維修、追加等便

於確認，減少佈線錯誤機會。 

2. 本案場主要雨水收集僅以園區農場、花園澆灌為主，建議後

續可增設該案場大樓沖廁用水使用。 

3. 校園中大樓旁仍有許多雨水落水管未架接收集管線，建議後

續可在裝設，增加雨水利用效益。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

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

度高，然雨水收集桶槽容量較小，且僅利用在案場小區域澆

灌使用，因此暫不建議列入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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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案場大樓屋頂雨水虹吸收集設備現況 

 

附圖 2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輸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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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截接既有屋頂雨水排放管，進行雨水收集(簡易過濾器) 

  

附圖 4  雨水貯留槽體(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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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從雨水貯水撲滿直接進水增設水管澆灌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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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單位：林口佳林國民中學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 268 號  

聯絡人 /電話：劉愷怡組長 /02-2602-8555#610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4 日  AM0930 

出席委員：陳慶得、劉愷怡、廖朝軒、彭雅琴、黃偉民  

案例說明： 

該案場為新北市第一所通過綠建築九大指標的國中，同時於 103 年榮

獲全國綠建築銀級大獎，係其環境發展願景建構在「生態教育」、「環

保再生」、「科技發展」、「社區共榮」、以及「安全環境」下的永續校

園。本案場綠色植物多樣，綠地覆蓋率達 63%，因此綠美化十分落實，

也因此需要大量澆灌用水；為符綠建築及推動永續校園之理念，案場

申辦將設置雨水貯留槽體 4 組 8 座，分別在校內大樓旁空地實施，以

建置雨水回收澆灌系統，藉以澆灌校園植栽用水，讓學生認識與雨水

回收之重要與環保意義。 

本案經團隊現地調查時正在施作進行中，經瞭解該案場歷年也曾大力

推動雨水貯留利用、生態設施等相關之規劃施作，亦已有相當多是成

效，經本團隊與設計單位、學校等討論後，早期設施設備運轉營運狀

況正常，也因此想藉此申辦計畫，持續推動該校收集學校屋頂之雨

水，儲存至澆灌區域鄰近設置儲水設備，提供校園植栽灌溉用水。 

規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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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內容 

 教育宣導設施：主要預計以融入課程計畫，以及學校水資

源教育宣導及環境教育課程。 

 雨水貯留系統：主要於學校三區域(以下稱 B、C、E 棟)

及戶外教學園區旁地面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工程（利用斜屋

頂及設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校園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

灌所需用水及地面沖洗用水。 

1. 使用標的 

 本校雨水貯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做為學校校園

及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以及現有之生態池用

水補充。 

 可有效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來進行花園植栽澆灌。 

2. 重點規劃 

 雨水截流系統改善-在 B、C、E 棟建物落水管更新並截流

雨水至收集系統，加速本校屋頂雨水回收量。 

 雨水收集系統增設-在 B、C、E 棟建物旁空地處架接雨水

運輸管線，收集雨水至雨水貯留槽，供後續應用。 

 建置校園雨水貯留並用於澆灌系統-將收集之雨水，利用

動力系統以及現有之交灌系統等，供給校園植栽澆灌之用

以及生態池補充用水。 

 設置教育宣導設施，包括生態水池、告示牌。 

目前使用情形與服務團修訂建議（系統是否依然運作及遭遇之困難

等）： 

本系統工程設計與施作進行中，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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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意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場申辦案件雨水收集、供應等水管佈線建議追加漆成綠

色，並追加雨水利用等字體標示，以利學校在日後管線維修、

追加等便於確認，減少佈線錯誤機會。 

2. 本案場前期雨水利用成果以及本次申辦主要雨水收集僅以園

區花園澆灌及生態池用水補充為主，建議後續宜應增設該案

場大樓沖廁用水使用，增加本系統之利用成效。 

3. 前期雨水收集以及本次案場規劃設計，初期雨水過濾等設備/

設施並未在規劃項目，此外，前期成果簡易過濾設備架接管

線有須修繕改進處，建議本次申辦計畫施作時特別注意這部

分之架接程序，有疑慮或需協助指導，歡迎隨時來電諮詢。 

4. 本案場前期計畫亦已設計筏基式雨水貯留，惟未有效使用甚

為可惜，建議後續可針對此即有設備增設利用系統(沖廁或雨

水補充系統)，增加雨水利用效益。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

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

度高，雨水收集桶槽雖分散但各體數量多，適合本計畫宗旨

範例推廣性，因此建議列入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備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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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截接既有屋頂雨水排放管現況(施作中) 

 

附圖 2  前期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現況及修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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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前期既有雨水初期過濾方式(簡易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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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單位：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 54 號  

聯絡人 /電話：林佳禾  主任 / 02-2493-1005#32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1 日  AM1000 

出席委員：林佳禾、彭雅琴、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6 年 12 月 26 日開工，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7 年 2 月 8 日已完工驗收，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以該校體育

館屋頂雨水收集利用，屋頂總收集雨水面積約 1000 平方公尺，以體

育館分左右兩側分別收集雨水，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雨水貯集設

備 .電氣設備工程費.給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收系統，雨水利用標的

主要為該校雨水沖廁、澆灌系統及建築物噴灑降溫系統以及泛舟用品

清洗系統，將其有效運用。 

規劃方式： 

1. 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1,000 ㎡收集雨水，屋頂

兩側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收集後倒入一樓空地處雨水

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分別設置圓形立桶 5 噸 4 組，容量共

約 20 噸。 

2. 利用收集後之雨水以機械抽排方式，直接配管至體育館兩側

建築物牆壁，另設噴霧裝置噴灑建物，以求達降溫效果；底

下另配有澆灌線及沖洗泛舟用品配管，提供學生使用。 

3. 此外，另一支線抽排至廁所，利用雨水作為該校體育館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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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廁補助用水。 

4. 雨水收集設備另設有初期雨水過濾，由落水管收集後經初期

雨水過濾後至儲存槽使用。 

5. 本區備有地下水井，如雨水收集量過低或不足，將自動抽取

井水至雨水槽體，補助使用。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雨水管線配置管線未漆成指定之綠色(該案目前為藍綠色)並

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

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宜應修改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

明。 

2. 該案因設有噴霧噴灑裝置，然而噴灑裝置噴口對外而非對

內，裝設配置目的是否有誤?此外，噴灑時應不宜與人體接

觸，噴灑點與位置建議應改進修繕。 

3. 同上述，本案之雨水利用疑有多處會與人體不經意接觸到或

使用到，應加強雨水利用宣導，設備或裝置處應加強說明使

用對象。 

4. 本案已設有雨水初期過濾設備，然設備架高至一樓以上，且

採半懸空方式，在未來清淤作業或排汙作業等均會造成不小

負擔，建議單位應注意。 

5. 本案雨水桶槽標示為 5 噸雨水體積(單座)，實際視察後仍存有

疑慮是否滿足實際容量 5 噸，建議再釐清。 

6. 雨水沖廁與噴灑管線等使用時利用到兩座機械抽排設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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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改為一座通用(兩台交替運轉方式)輸出，亦可減少用電

量。 

7. 本案在視察時桶槽內部存水量已見底，然因設計時已將井水

抽取作為備用水源之規劃，仍造成無水源情況，建議應與廠

商聯繫，查詢是否井水補助管線架設有誤或有局部漏水情況。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本區雨水流量供水管線集中，且供水設計約 1 吋管

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

為本案允許範圍。 

2. 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

夠，而該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高，建議可備取後續監測示

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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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屋頂雨水管線配置現況 

 

附圖 2  雨水儲存槽 5 噸 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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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雨水系統配置說明看板 

 

附圖 4  雨水噴灑設備裝置及藍綠色管線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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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初期雨水過濾設備架設處 

 

附圖 6  雨水加壓泵浦兩座分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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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輔導案例承辦單位：台北雙溪區公所  

輔導案例單位：新北市雙溪區共和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雙溪區長源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雙溪區魚行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市民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中山路 41 巷 6 號  

新北市雙溪區長源里柑腳路 19 號 2 樓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里下坑 36 號  

新北市雙溪區魚行里新店 26 號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里內平林 60-1 號  

聯絡人 /電話：雙溪區公所 / 02-2493-1111#219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5 月 31 日  AM1100 

出席委員：雙溪區公所、營造商、彭雅琴、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區施作共計有七處雙溪區市民活動中心共同規劃設計與施作，並由

雙溪區公所統一發包管理，全程為 107 年 1 月 17 日開工，經本團隊

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預計 107 年 6 月 30 日完工，且設備個示範

點多已配置完成。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以七處市民中心之屋頂

雨水收集利用(包括共和市民活動中心、長源市民活動中心、牡丹市

民活動中心、魚行市民活動中心、上林市民活動中心，以及泰平市民

活動中心、梅竹蹊市民活動中心等七處，本次視察對象為前述五處，

以下簡稱共和、長源、牡丹、魚行，以及上林)，屋頂收集雨水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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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約共和 186、長源 189、牡丹 122、魚行 207，以及上林 215 平方

公尺，以該活動中心四周分別收集落水管雨水，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

括:雨水貯集設備、抽排給水設備等雨水回收系統，雨水利用標的主

要為活動中心沖廁、澆灌系統等。 

規劃方式： 

1. 利用共和活動中心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189 ㎡收集

雨水，屋頂單側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收集後倒入一樓

空地處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 PP 組合桶 1.3 噸一

組，配合初期雨水過濾儲存後，供給市民中心旁菜園等澆灌，

未接自來水補充。 

2. 利用長源活動中心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186 ㎡收集

雨水，屋頂雙側均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收集後倒入兩

側一樓空地處雨水桶收集後使用，一側儲存槽設置 PP 組合桶

1.3 噸一組，另一側為架設兩組，共計 3.9 噸。配合初期雨水

過濾儲存後，供給市民中心沖廁以及中心旁植栽澆灌，沖廁

等備有自來水補水機制，以補充雨水不足時之供水。 

3. 利用牡丹活動中心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122 ㎡收集

雨水，屋頂右側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收集後倒入右側

廁所樓頂空地處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 PP 組合桶

1.3 噸二組，共 2.6 噸。配合初期雨水過濾儲存後，供給市民

中心沖廁以及中心旁植栽澆灌，沖廁等備有自來水補水機

制，以補充雨水不足時之供水。 

4. 利用魚行活動中心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207 ㎡收集

雨水，直接架設於屋頂下方四側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

收集後倒入四側屋頂空地處雨水桶收集後使用，三側側儲存

槽設置 PP 組合桶 1.3 噸各一組，最後一側(廁所上方)為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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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共計 6.5 噸。配合初期雨水過濾儲存後，供給市民中

心沖廁以及中心旁植栽澆灌，沖廁等備有自來水補水機制，

以補充雨水不足時之供水。 

5. 利用上林活動中心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215 ㎡收集

雨水，屋頂前側架設集雨管線，配合落水管收集後倒入前側

一樓空地處雨水桶收集後使用，一側儲存槽設置 PP 組合桶

1.3 噸一組。配合初期雨水過濾儲存後，供給市民中心沖廁以

及中心旁植栽澆灌，沖廁等備有自來水補水機制，以補充雨

水不足時之供水。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五處申辦案件共同須修繕建議:某些申辦點雨水管線與自來

水管線區段混淆(如牡丹活動中心)，強烈建議雙溪區公所宜應

注意管線架設方式是否有誤，不應沖廁用水與洗手台用水相

混淆使用。 

2. 五處申辦案件共同須修繕建議:雨水管線配置管線未漆成指

定之綠色(該案目前為藍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容

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

宜應修改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明。 

3. 五處申辦案件共同須修繕建議:系統抽排水設施設置於雨水

桶槽內部，採沉水式設計，然而本類型(PP 組合桶)不適於經

常拆裝，如未來需維修泵浦，容易對本類型桶槽拆解造成長

期性損害，甚至歷久後易造成漏水現象，後續維護管理宜應

加強注意。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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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觀察本區雨水流量供水管線集中，且供水設計約 1 吋管

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經費

為本案允許範圍。 

2. 整體而言，依本次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

夠，然設計方式與其他案例雷同，暫不列入後續監測示範點

建議位置。 

  

附圖 1  共和活動中心雨水桶槽現況 

  

附圖 2  長源活動中心雨水桶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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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牡丹活動中心雨水桶槽現況 

  

附圖 4  魚行活動中心雨水桶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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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上林活動中心雨水桶槽現況 

 

附圖 6  雙溪區雨水貯留利用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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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80 號  

聯絡人 /電話：中壢區公所  陳獻章  先生 /03-4271801#6036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7 月 4 日  PM0200 

出席委員：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7 年 1 月 31 日簽約，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暸解該設

施配置地點為大樓 5 樓採光罩，總收集雨水面積約 600 平方公尺，主

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數座雨水貯留桶(約 30 噸)、流量計、液位計、

馬達自動控制設施、給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收系統，並且結合原有

之雲端監控管理系統，可同其他再生能源一併監測使用。雨水利用標

的主要為雨水貯留暨沖廁系統，將其有效運用，以重力方式流至一樓

做為廁所之沖廁用水。其次，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進行人工澆灌。 

規劃方式： 

1. 本案區分為兩個系統，一部分為實際收集貯留區域，另一部

分為雲端監控系統。主要收集區域為 5 樓室外採光罩(約 600

平方公尺)，採光罩四周架設不銹鋼天溝，並收集流入過濾沉

澱系統，再透過馬達抽水至雨水儲存桶，儲水桶總容量約為

30 噸，以重力方式作為一樓廁所及澆灌使用。 

2. 本案屋頂儲存槽設有自動控制閥，結合自來水補注，以利水

源穩定。 

3. 本案採用原有雲端監控系統架構，除了原有電力的監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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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置入雨水流量監控管理，以數據方式呈現雨水收集回收

效益。 

4. 本案一樓馬桶用水及廁所清洗用水皆來自於雨水儲存槽，且

提供雨水水龍頭供人工澆灌使用。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如下：  

1. 本案設計範圍廣大、設計方法成熟，且有效收集雨水，並結

合雲端監控系統管理，效果卓越，建議本案作為桃園市雨水

收集利用示範地點。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明。 

3. 由於本案區域內設有其他再生能源系統，例如風力發電、太

陽能板等，發電系統目前只供民眾充電使用，若能有效結合

雨水回收的供電系統，勢必會獲得更佳的效益。 

4. 流量計部分可再增加，即可直接確認雨水及自來水使用效益。 

5. 本案屋頂平台面積廣大，仍有許多擴充空間可放置數座儲水

桶，需審慎評估大樓的承載能力，確保擴充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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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採光罩收集現況 

 

附圖 2  過濾及中繼沉降系統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293 

 

附圖 3  數位流量計設置處 

 

附圖 4 馬達自動控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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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苗栗縣龍昇國民小學  

地址：苗栗縣造橋鄉 8 鄰 16-1 號  

聯絡人 /電話：苗栗縣水利科  蔡佩玲  小姐 / 037-359444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7 月 4 日  AM1110 

出席委員：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7 年 3 月 1 日簽約，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暸解該設施

配置地點為大樓屋頂，總收集雨水面積約 300 平方公尺，主要設計設

施項目包括:不鏽鋼天溝、雨水貯集設備、給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

收系統，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該校雨水貯留暨沖廁系統，將其有效運

用，做為學校校園建築物之沖廁所需用水。其次，利用所收集到的雨

水導入洗手台，進行人工澆灌植栽。  

規劃方式： 

1. 本案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收集面積約為 300 ㎡收集雨水，

屋頂四周另架設不鏽鋼天溝，配合明管將雨水收集導入一樓

地下沉澱儲存槽過濾收集後，透過馬達抽水至頂樓儲水桶，

以重力方式作為廁所使用，其中，地下沉澱儲存容量為 8 噸，

頂樓儲水桶容量約為 3 噸。 

2. 地下沉澱儲存槽主要分為兩測，一側為初始沉澱池，另一側

為中繼儲存槽，各 4 噸，雨水經由沉澱池溢流至另一側，確

保水質經過初始沉澱淨化。 

3. 本案馬桶用水及廁所清洗用水皆來自於雨水儲存槽，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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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水龍頭供人工澆灌使用。 

4. 屋頂儲存槽設有控制閥，結合自來水補注，以利水源穩定。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設計方法成熟，且有效收集雨水，並採多元化利用，建

議本案作為苗栗縣雨水收集利用示範地點。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明。 

3. 由於地下沉澱儲存槽未設置自然溢流口，倘若水位上升則由

表層漫出，可能導致地面積水造成危險，建議設立告示牌或

加強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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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地下沉澱儲水槽現況 

 

圖 2  雨水回收初期雨水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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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雨水水龍頭與自來水水龍頭設置

 

圖 4 雨水水龍頭管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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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苗栗縣僑善國民小學  

地址：苗栗縣頭份市中正一路 395 號  

聯絡人 /電話：苗栗縣水利科  蔡佩玲  小姐 / 037-359444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7 月 4 日  AM1130 

出席委員：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7 年 3 月 1 日簽約，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暸解該設施

配置地點為大樓屋頂，總收集雨水面積約 3000 平方公尺，主要設計

設施項目包括:沉澱池(2m*1m*1m,約 2 噸)、溢流設施、流量水錶、給

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收系統，並修繕原有環狀景觀生態池，簡稱生

態池 1( 約 60 ㎡ *30cm) ，且新增小型生態池，簡稱生態池

2(3m*5m*30cm)。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補注生態池 1 用水，將其有效

運用，做為學校校園之景觀設計。其次，利用生態池 1 溢流的雨水，

部分進入操場旁小型農地，進行人工澆灌，另一部分則透過溢流方式

進入生態池 B，增添景觀設計美感。  

規劃方式： 

1. 本案區分為兩部分，一為教學區，另一為操場旁小型農地，

主要收集區域為教學區。教學區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收集

面積約為 3000 ㎡，將雨水收集至筏基後，利用溢流方式進入

沉澱池，再進入生態池 1。 

2. 另一部分是採用生態池 1 溢流之雨水透過重力方式流至操場

旁，採用分流機制，分別導入生態池 2 及農地澆灌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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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澆灌用水管線前方設立水錶，以查看雨水澆灌使用量。 

3. 本案農地澆灌用水採人工澆灌，用水來自於生態池 1 溢流，

並於另一端連接自來水管線以利水源穩定。 

4. 筏基外沉澱池設有控制閥，可手動控制入流量大小。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如下：  

1. 本案設計範圍廣大，透過收集筏基溢流之雨水，效果及收集

總量略有不足。 

2. 由於設計標的皆以澆灌、景觀生態池用水為主，回收利用效

果較難以實際呈現，建議可將管線一同導入沖廁設備或儲水

桶以利其他利用。 

3.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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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筏基溢流口現況 

 

附圖 2  沉澱池手動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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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生態池現況及生態池溢流口 

 

附圖 4 生態池 2 及小型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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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地址：台中市大甲區育英路 186 號  

聯絡人 /電話：楊  小姐 / 04-26872564#13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7 月 13 日  AM1300 

出席委員：彭雅琴、廖朝軒、黃偉民  

案例說明： 

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本案該項設施 107 年 1 月已完工驗收，經暸

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可分二處(以下以分區 1,2 區分)各別實施後

個別利用，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 於學校體育館之屋頂設置雨水貯

留利用工程（利用斜屋頂及設計相關管線設施），供應校園建築物周

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及廁所用水(以地下水雨水切換，將學校廁所

沖洗用水改以雨水代替，若雨水不足時可以將使用地下水補充至雨水

貯集桶以供備用，另製作數面節水宣導看板，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

之介紹與說明。 

規劃方式： 

1. 分區 1 於體育館和育樂館旁的空地分別各設置 6 座+3 座，各

3 噸儲水桶，從體育館和育樂館上方斜屋頂(單邊收集)雨水再

引入雨水桶內存放。 

2. 輸送管線輸送至分區 2 於教學大樓上方屋頂設置一座 3 噸儲

水桶(配水槽)，從體育館和育樂館上方斜屋頂引雨水進入存放

利用，支應本棟教學大樓廁所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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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區 2 旁原有設置抽水馬達，抽取即有地下水作為雨水不足

時之校內廁所清洗及澆灌的穩定水源。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屬設施規劃與施做皆已完工，應有之設計與規劃概念均

已大部分納入設計考量。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上色並加註文字說明。 

3. 有設置雨水初期過濾設備，後續應注意過濾設備的清洗維護

事宜。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本案觀察分區 1(體育館和育樂館)之雨水收集面積區域大，且輸

水管線配置供水管線單純，設計約 2~3 吋管徑，適合加設計電子水錶

等監測儀器位置施作，並且本案場量體設計較大，約設計 3 噸 X(6+3)

組，約 27 噸可供雨水利用。整體而言，本案場監測設備施作除了位

置空間充足，雨水收集面積大，流程簡易易懂，再加上業管單位願配

合度意願極高，校內歷年易有多項與水利用設計案例，建議列為監測

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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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儲存現況 

 

附圖 2  分區 2 水儲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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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體育館與育樂館為主要雨水收集設施 

 
附圖 4  分區 1 雨水儲存與初級過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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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校園內的雨水貯留教育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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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台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  

地址：台中市清水區吳厝路 35 號  

聯絡人 /電話：薛建成  主任 / 04-26200864#205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7 月 13 日  AM1400 

出席委員：彭雅琴、廖朝軒、黃偉民、李昱霆  

案例說明： 

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本案該項設施 106 年 12 月底已完工驗收，

經暸解該設施配置於台中清水區較小的吳厝國民小學，吳厝國小位於

清水區東面的鰲峰山麓上，是一所獨立方滿 12 年的偏遠小學，是一

所以城堡造型為主體的建築，利用樹屋、雨水貯集、魚菜共生、太陽

能板等綠能設施，以達到綠色校園等特色。主要設計設施項目為: 於

校內大樓之屋頂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工程（利用斜屋頂及設計相關管線

設施），貯留在校園內的兩處地方，供應校園建築物周遭之植栽澆灌

所需用水和教學所使用的魚菜共生設備，設有自來水管線 (以自來水

雨水切換，將學校廁所沖洗使用自來水，並無管線所使用貯集的雨水

來取代自來水沖廁，製作數面節水宣導看板，進行雨水貯留設施系統

之介紹與說明。 

規劃方式： 

1. 校內大樓的斜屋頂設有天溝，引入斜屋頂之排水，設置一座

3 噸儲水桶貯集於分區 1(提供澆灌與生態池水)。 

2. 設置生態池、植栽、菜園等澆灌線，以泵浦方式補充相關用

水，然生態池因校區青蛙鳴聲過吵，會控制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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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校內後方設置另一座 3 噸儲水桶於分區 2，引入教學樓斜

屋頂雨水後儲水利用，支應後方植栽和魚菜共生等設施所使

用。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屬簡易型設施規劃與施做，應有之設計與規劃概念均已

大部分納入設計考量。 

2. 雨水管線配置部分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

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

議後續宜應補上色並加註文字說明。 

3. 校內並無使用所貯集之雨水進行廁所的沖廁用途。 

4. 未設置雨水初期過濾設備，後續應注意桶槽內部清洗維護事

宜。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整體而言，依現地調查了解，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監測設

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高，然雨水收集

桶槽容量較小，僅適用在該校魚菜共生與澆灌使用，且分區 1 生態池

使用上並未時常開放使用，因此暫不建議列入後續監測示範地點選擇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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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A 處雨水儲存現況 

 

附圖 2  B 處雨水儲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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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所設置的雨水池塘 

 

附圖 4  利用斜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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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校內所設置的魚菜共生設備 

 

附圖 6  設置圖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12 
 

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金門縣消防局  

地址：金門縣金寧鄉頂林路 315 號  

聯絡人 /電話：行政科  陳慶生 / 082-324021#650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6 月 7 日  AM0900 

列席人員：呂英華、陳慶生  

出席委員：彭雅琴、廖朝軒、黃偉民、蔣錦華  

案例說明： 

本案截至團隊 107 年 6 月 7 日現調，該案已進入基礎設計階段，並已

招開第一次基設審查等會議；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本案基設規劃

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可分 8 處實施後串接利用，現階段規劃

設計團隊是以「環境低衝擊開發(LID)的概念」設計，將本案雨水利

用系統分為數區子系統，結合 A 生態乾式草溝；B 雨水貯留系統；C

雨花園；D 重力式滴灌系統；E 雨水沖廁系統；F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環境教育展示區；G 綠色節能雨水貯集示範系統(無電力無耗材)；H

重力式滴管系統等 8 區規劃構想方案。 

規劃方式： 

1. 分區 1 生態乾式草溝，主要收集本案訓練場之地表逕流及停

車遮雨篷的雨水，利用設計生態草溝(乾式)於訓練場最低處去

除雨水中的汙染物。 

2. 分區 2 雨水貯留設施，在基地內分別設計三處貯留設施:a.金

寧分隊前廣場；b.金寧分隊及消防局本部的中庭；c.訓練場停

車空地，貯留設施設置在訓練場只有收集雨水時需使用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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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補充生態景觀用水只需重力流(較長時間需使用馬達)

若設至於另外兩處每日都需要使用泵浦抽水。另雨水貯留設

施採用地下型組合式儲水槽，此雨水貯留設施將收集屋頂面

積約 755m2，由既有的落水頭及束管收集至雨水貯留設施及

收集訓練場地表逕流雨水(面積約 875m2)，將雨水透過生態草

溝及過濾設施排入地下雨水貯留設施，並設置 2 組沉水馬達

交替使用，將雨水送至屋頂配水槽供局本部及金寧分隊沖廁

使用，以及生態景觀使用，並設置多元供水，雨水不足時可

用自來水補充。 

    地下型組合式儲水槽設計為面積 200 平方公尺，深 1.5

公尺，約可貯水 200m3，並於屋頂設置配水槽 2m3共 2 座約

4m3。 

3. 分區 3 雨花園，於園區內設置各項雨水花園，經串連後與雨

水回收設施連結，系主要利用本區既有景觀池及植披設置雨

水花園及帶狀生態池，將既有景觀池水池底部現有之鋼筋混

凝土水道改為以黏土舖底之生態水道，再利用原水池周圍小

石佈置水底及水岸之水灘地多孔隙環境，並保留現有東側馬

達及回水設備。 

4. 分區 4 重力式噴灌系統，藉由遮雨棚及建築物的樓程差，將

遮雨篷的雨水收集至建築物次樓層的陽台，藉由重力方式進

行雨水花園植栽的噴灌。 

5. 分區 5 雨水沖廁系統，雨水貯留槽設置 1 組沉水馬達交替使

用，將雨水送至另設計的 30 噸組合式水箱長 5m*寬 3m*高

2m 配水槽供局本部及金寧分隊沖廁使用。 

6. 分區 6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環境教育展示區，結合本案防災教

育區域增加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環境教育的功能，並將前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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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集於屋頂 PE 桶，利用重力的方式流輸送至環境教育區域結

合既有的水池增設雨水練增加水池的曝氣並調節室內溫度及

濕度。本案亦增設全區教學看板，將本規劃理念及構想製作

看板，可供推廣及環境教育教學使用。 

7. 分區 7 綠色節能雨水貯集示範系統(無電力無耗材)，將在金寧

分隊屋頂設置 3-4 座 2m2PE 桶並在屋凸處設置天溝收集雨

水，利用重力方式配管至金寧分隊正門廣場，供消防車集廣

場清潔使用。 

8. 分區 8 重力式滴管系統，將在局本部後棟屋頂設置 3-4 座

2m2PE 桶並在洗衣場集樓梯間屋凸處設置天溝收集雨水，利

用重力方式配管至局本部後棟前廣場，供廣場植栽澆灌、廣

場親節使用。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尚在基礎設計階段，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分區 1 及分區 2 為規劃設計成收集本局旁道路上方側溝

排水及局內區域排水等大面積之雨水收集，設計貯留容量(目

前設計 200m3)宜應注意是否可容納金門暴雨時之尖峰雨量。 

2. 同上，設施之導入雨水及排出雨水之措施與容量設計應加強

注意，建議另須具備有排水備案等設計，以防止過多水量導

入。 

3. 同上，設施導入之雨水為以地表區域，更應注意導入之雨水

前期處理等相關設施之設計，沉砂、油汙攔減…等設計應加

強設計。 

4. 本案雖已設計多以重力方式串聯，在管線架設、佈管等過程，

高程差影響設計結果應加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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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區 7,8 屋頂設有多處 PE 儲存槽體，屋頂之架設桶槽應以配

水為主，宜再檢討是否需裝設大量桶槽於屋頂，亦須注意結

構乘載問題。 

6. 本案已初擬監測設施設備，經費之編列應注意是否可符合各

項雨水收集、排放、利用等標的成效之監控。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本案已基設預設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與安裝方

式建議後續與本團隊持續協商評估，相關監測結果亦建議列

入監測觀察對象。 

2. 整體而言，依本次初步現地調查了解，監測設備施作位置空

間後續將與設計單位瞭解，而該業管單位願配合度意願高，

建議本案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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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屋頂雨水貯集現況 

 

圖 2  雨水回收系統架設位置(地下型 2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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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雨水澆灌、生態池補充用水等區域(重力式補助) 

 

圖 4  本案現況講解與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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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台南市安順國民中學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 227 號  

聯絡人 /電話：馬尚文  組長 / 06-355-9652#141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6 月 13 日  AM0930 

列席人員：馬尚文  

出席委員：郭俊貞、楊宗翰、顏鈺靜、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6 年 12 月 7 日簽約，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6 年 12 月 27 日已完工驗收，經暸解該設施配置地點主要共依雨水

收集區域分二處(以下以分區 1,2 區分)各別實施後個別利用，屋頂總

收集雨水面積約 420 平方公尺(收集對象為兩分區各兩支落水管)，主

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不鏽鋼雨水貯集設備(單一座 2 噸) .電氣設備工

程費.給排水設備工程等雨水回收系統。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該校雨

水貯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做為學校校園建築物周遭之植栽

澆灌所需用水。 

規劃方式： 

1. 分區 1 利用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210 ㎡收集雨水，

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屋後，配合各樓層之洗手台清潔用水將

中水與雨水一起收集後倒入下方(一樓樓梯間空地)雨水桶收

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圓形不鏽鋼立桶，容量約 2 噸。 

2. 分區 2，同樣利用該區上方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210

㎡收集雨水，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屋後，配合各樓層之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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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清潔用水將中水與雨水一起收集後倒入下方(一樓樓梯間

空地)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圓形不鏽鋼立桶，容量

約 2 噸。 

3. 本案場校另配合地下水抽排設計，將兩座桶槽與地下水排出

口結合，因該校地下水源充足，必須常抽排作業，因此雨水

儲存槽水源充足。 

4. 分區 1 及 2 另設澆灌管線，屆時只需由雨水儲存槽分別以機

械(泵浦)供給全區澆灌作業(兩區澆灌面積約 1,000 ㎡)。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未設計初期雨水過濾設備，應特別注意在後續維護時，

桶槽排汙時間及定時反沖洗。 

2. 同上，本案另結合中水回收等設計概念，尤應注意中水水質

情況，在設備前應多預設相關設施設計，以維持入水水質標

準。 

3. 同上，本案另有地下水抽排作為補注，惟因本次調查初步瞭

解，本區地下水含鐵成分較高，鐵鏽淤積成分容易產生，在

設施設備上後續維護等作業應特別注意。 

4. 中、雨水管線配置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中、雨水利用等字

體項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或學生誤與人體接觸，與後

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

說明。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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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觀察分區 1、2 之雨水流量因供水管線集中，且設計約

3.5 吋管徑，如後續預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儀器，相關之設備

與經費仍需進一步評估，且本案僅利用在雨水澆灌作業，效

益情況仍須考量，因此暫不列入後續監測觀察對象。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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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雨中水桶槽現況 

 

附圖 2  雨中水回收澆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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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雨水落水管雨中水管線架接現況 

 

附圖 4  分區 1 雨水利用區域現況及雨水利用標示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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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台南市文賢國民中學  

地址：台南市北區文賢一路 2 號  

聯絡人 /電話：黃艾萱  組長 / 06-2587571#102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6 月 13 日  AM1030 

列席人員：黃艾萱、設計單位 (松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出席委員：郭俊貞、楊宗翰、顏鈺靜、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6 年 12 月 18 日開工，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7 年 1 月 22 日已完工驗收，經暸解本案場設施配置地點主要為校

內操場司令台屋頂雨水收集後利用，司令台因原先設計無法直接收集

雨水，藉由本案另規劃浪板形式雨水收集面於屋頂，收集雨水面積約

57 ㎡，由側旁落水管收集後，流入原先之混凝土結構地下儲水槽(原

先為自來水備用水槽)，本案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雨水集水設備(浪

板)、簡易初期雨水設備等雨水回收系統，其他雨水貯集設備(約 90

㎡)、機電設備等則沿用既有設備。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該校雨水貯

留暨澆灌系統將其有效運用，做為學校操場田徑場內及周遭之植栽澆

灌所需用水。 

規劃方式： 

1. 本案場利用操場司令台屋頂，面積約為 57 ㎡收集雨水，因屋

頂建構原先為格狀凹陷，無法直接利用為收集雨水區域，因

此改善以浪板及天溝等設計，將屋頂規劃為內斜屋頂，中間

加設天溝(請參考圖 1)，收集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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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天溝收集前端配有簡易柵欄，可攔截落葉等異物流入

後續之雨水儲存槽。 

3. 雨水落水管另設有以法蘭接頭，內另加設細網構造物，以攔

阻較細小之異物流入儲水槽(初期雨水過濾)。 

4. 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後，儲存槽為本案場即有之混凝土地下

水槽，原先為自來水備水槽，修訂後結合雨水收集利用，設

計規模約 12m*5m*1.5m，容量約 90 噸。 

5. 配合即有設置澆灌管線，屆時只需由雨水儲存槽分別以即有

機械(泵浦)供給操場田徑草地範圍之澆灌作業(澆灌面積約

5,000 ㎡)。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場另加設之屋頂集水區域之修繕，已加設簡易閘網，尤

應注意定期在日後屋頂清淤作業。 

2. 本案所設計之初期雨水過濾設備，應特別注意在後續維護

時，法蘭拆裝等不易性，應注意定時沖洗之機制，並建議可

參考目前國內市售之相關初期雨水過濾產品。 

3. 雨水管線配置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

本案場尤為設計成操場澆灌，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或學生

誤與人體接觸，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宜應補

未上色處並加註文字、圖說等說明。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初步觀察本案場之雨水流量，因目標物收集面積不大，效益

情況仍須評量，因此暫不列入後續監測觀察對象。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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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地下混凝土雨水槽現況 

 

附圖 2  雨水收集區域及司令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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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雨水收集區域(修繕後現況) 

 

附圖 4  初期雨水過濾設備(法蘭接管修改後設計)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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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台南市大成國民中學  

地址：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306 號  

聯絡人 /電話：許竣維  組長 / 06-2630011#602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 107 年 6 月 13 日  AM1130 

列席人員：許竣維  

出席委員：郭俊貞、楊宗翰、顏鈺靜、黃偉民  

案例說明： 

本案施作 106 年 11 月 30 日開工，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該項設施

106 年 12 月 14 日已完工驗收，經暸解本案場設施配置地點主要為校

內教學大樓屋頂後方雨水落水管收集後利用，並可區分為分區 1 及分

區 2，各以落水管單側接收 2 支排水出口(共 4 支)，收集雨水面積共

約可達 178 ㎡。最後由側旁落水管收集後，流入加設雨水儲存槽 5 噸

2 組，此外雨水收集管並連結 2~3 樓飲水機 RO 水源，作為本次案場

多餘之水源補充。本案主要設計設施項目包括:雨水輸水設備、飲水

機排水輸水、雨水貯水槽體等雨水回收系統，其他雨水貯集設備機電

設備等則沿用即有設備將其有效運用。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後方區域

約 700 ㎡及周遭之植栽澆灌所需用水。 

規劃方式： 

1. 本案場利用教學大樓屋頂後側，總面積約為 400 ㎡之建物面

積，收集其後側落水管兩區共 4 支落水管後收集雨水，初估

雨水收集面積約 178 ㎡收集後使用。 

2. 同上，落水管收集後，另與大樓 2~3 樓之飲水機排放水出水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28 
 

口連結，水之來源主要為校內 RO 飲用水源，作為本案場設

施另外回收利用水源來源。 

3. 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後，雨水儲存槽設計為 5 噸不鏽鋼儲存

桶，分區 1 及分區 2 容量共 10 噸(分開設置)。 

4. 配合即有設置澆灌管線，屆時只需由雨水儲存槽分別以即有

機械 (泵浦 )供給校園後方植生澆灌作業 (澆灌面積約

50m*14m，700 ㎡)。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謹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案所未設計初期雨水過濾設備，建議注意在後續維護時，

定時沖洗桶槽，底部排汙水孔定時排放。 

2. 雨水管線配置管線未漆成綠色並加註雨水利用等字體項目，

本案場並涉及噴灌，為避免造成日後使用混淆或學生誤與人

體接觸，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

處並加註文字、圖說等說明。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1. 本案觀察雨水流量因僅供澆灌佈線水管單純，直接設計在澆

灌佈線區域內，設計僅約 1 吋管徑，加設計電子水錶等監測

儀器位置簡易施作；此外，雨水儲存槽體及出水用水口監測

設備施作位置空間足夠，且該校及設計單位意願配合度高，

雖然北區已有相關之案場設計供示範，南區建議可多規劃一

處做為示範地點，建議可列為監測示範地點備取對象。 

。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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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槽桶槽形式及溢流口設計 

 

附圖 2  雨水落水管輸水管線架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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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分區 1,2 雨水桶槽位置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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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雨中水噴灌使用及相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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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追蹤查核暨監測示範案例調查 

輔導案例協辦單位：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輔導案例單位：台南市錦湖國民小學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錦湖里 75 號  

聯絡人 /電話：黃雪芬  主任 / 06-7863454 

案例現調填報時間：107 年 7 月 26 日  PM0100 

列席人員：黃雪芬  

出席委員：黃偉民、藍佳凡、陳瑩錫  

案例說明： 

經本團隊本次現地查核了解，該項設施 107 年 3 月 7 日已完工，經暸

解該設施規劃設計項目共可分為兩區(以下簡稱分區 1、分區 2)分別配

置規劃，主要包括雨水貯留桶 5 噸*9 個(不鏽鋼桶 SUS 臥式)、雨水貯

留槽 30 噸(原有之水泥蓄水槽)*1、1HP 加壓馬達*1 組、2HP 加壓馬

達*1 組，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該校沖廁、校園學生農場澆灌、澆灌

植栽、環境清潔沖洗地板設計標的。 

規劃方式： 

6. 分區 1 為利用北棟教室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500 ㎡

收集雨水，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後，一起收集倒入下方(北側

空地)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圓形不鏽鋼臥桶，容量

約 5 噸*9 組，共約 45 噸供使用。 

7. 分區 2 為利用東棟教室建築物頂樓屋頂，取面積約為 400 ㎡

收集雨水，收集該區落水管雨水後，一起收集倒入下方(南側

空地)雨水桶收集後使用，儲存槽設置沿用學校即有之混凝土

地下儲水槽，容量約 30 噸供使用。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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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區 1 與分區 2 均將雨水儲存桶，地下雨水儲水槽之雨水，

以加壓馬達揚程至廁所直接補充內部用水作為廁所沖廁使

用；當雨水量不足時則另需切換成自來水補水系統(自動切

換)，以備缺水時沖廁補充用水。 

9. 另外分區 1、分區 2 均設置雨水儲水槽佈線至學校走廊旁各

區域之澆灌用水出水口，以配合學校園區、菜園、操場等澆

灌使用用水來源。 

服務團修訂建議與後續工作： 

本系統已完成設計與施作，僅將本次調查狀況、諮詢意

見及修訂建議臚列如下：  

8. 分區 2 雨水初期雨水過濾處，已有部分篩除之落葉回堵，請

定時清理。 

9. 分區 2 之雨水貯水水質異物較多，請定時清理。 

10. 分區 1 及分區 2 雨水管線配置未漆成綠色並加註中、雨水利

用等字體項目，容易造成日後使用混淆或學生誤與人體接

觸，與後續維護之辨識容易度，建議後續宜應補未上色處並

加註文字說明。 

監測示範計畫施作建議： 

本案觀察分區 1 及分區 2 雨水流量供水管線清楚易分辨，

沖廁供水或澆灌補充用水兩管線明顯，容易架設，初步規劃可

於分區 1 設計出水口包括沖廁 2 吋管徑，做為預設計電子水錶

等監測儀器施作地點；建議可列為監測示範地點選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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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分區 1 雨水桶槽現況 

 

附圖 2  分區 2 雨水桶槽現況 



 附錄三、服務團現地調查/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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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雨水澆灌佈線現況(分區 1) 

 

附圖 4  初期雨水過濾現況(部分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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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六大領域課程綱領條目盤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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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六大領域課程綱領條目盤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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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六大領域課程綱領條目盤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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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A.互動與關聯 b. 人與環境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3~4 

Ab -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3~4 

Ab -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5~6 

Ab -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連性。 5~6 

A.基本概念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 Ac -Ⅳ-1 天氣與候 。 7~9 

地 Ac -Ⅳ-2 臺灣的氣候特色 。 7~9 

地 Ac -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 7~9 

地 Ac -Ⅳ-4 探究活動：颱風與生活 。 7~9 

B.區域特色 

a.中國(一) 地 Ba-Ⅳ-1 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7~9 

c.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地-Bc-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d.季風亞洲(一)東亞 地-Bd-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e.季風亞洲(二) 地-Be-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f.西亞與北非 地-Bf-Ⅳ-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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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g.漠南非洲 地-Bg-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h.歐洲與俄羅斯 地-Bh-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i.美洲 地-Bi-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V-1 氣候要素。 10~12 

地 Ba-Ⅴ-2 大氣環流與洋流。 10~12 

地 Ba-Ⅴ-3 氣候類型 。 10~12 

地 Ba-Ⅴ-4 氣候與自然景觀帶 。 10~12 

地 Ba-Ⅴ-5 探究活動：氣候、水資源與人類生活。 10~12 

C.地理視野 

a.台灣與世界 地 Ca-V-1 台灣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d.孤立位置的發特色

（以澳、紐為例 ） 地 Cd-V-1 自然環境背景與位置的特殊性。 10~12 

e.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

發展 地 Ce-V-1 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f.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

散 地 Cf-V-1 自然環境與文明發展的關係。 10~12 

g.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

戰 地 Cg-V-1 美國的環境背景。 10~12 



附錄四、六大領域課程綱領條目盤點內容 

 341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h.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

戰 (個案，以中南美

洲、漠南非洲為例，二

選一) 

地 Ch-V-3 自然環境背景。 10~12 

C.地理視野 d.孤立位置的發特色

（以澳、紐為例 ） 地 Cd -Ⅴ-4 探究活動：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永續 。 10~12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1 氣候變遷發生的原因為何？ ※10~12 

地 Ia -Ⅴ-2 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是否正在變化？ ※10~12 

地 Ia -Ⅴ-3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10~12 

地 Ia -Ⅴ-4 為何國際社會對氣候變遷的反應有別？ ※10~12 

地 Ia -Ⅴ-5 國家與個人如何調適氣候變遷的影響？ ※10~12 

b.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 

地 Ib -Ⅴ-1 什麼是自然災害？ ※10~12 

地 Ib -Ⅴ-3 自然災害和人類生活有何關係？ ※10~12 

地 Ib -Ⅴ-5 如何避免或減少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的衝擊？ ※10~12 

J.資源與能源 a.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地 Ja-V-1 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10~12 

地 Ja-Ⅴ-2 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和國家、區域經濟展有何關係？ ※10~12 

地 Ja-Ⅴ-5 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如何永續利用？ ※10~12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42 
 

  自然科學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1.自然界的組成與

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7 利用適當的工具觀察不同大小、距離位置的物體。  3~4 

INc-Ⅱ-8 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生物生存。 3~4 

INc-Ⅲ-9 不同的環境條件影響生物的種類和分布，以及生物間的食物關係，因

而形成不同的生態系。  3~4 

INc-Ⅲ-10 地球是由空氣、陸地、海洋及生存於其 5~6 

INc-Ⅲ-12 地球上的水存在於大氣、海洋、湖泊與地下中。 5~6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Ⅲ-9 流水、風和波浪對砂石和土壤產生侵蝕、風化、搬運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最重要的力量。  5~6 

INd-Ⅲ-10 流水及生物活動，對地表的改變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5~6 

INd-Ⅲ-11 海水的流動會影響天氣與氣候的變化。氣溫下降時水氣凝結為雲和霧

或昇華為霜、雪。  5~6 

INd-Ⅲ-12 自然界的水循環主要由海洋或湖泊表面水的蒸發、經凝結降水、再透

過地表水與地下水等傳送回海洋或湖泊。  5~6 

交互作用 (INe)  
INe-Ⅱ-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間常會相互影響。  3~4 

INe-Ⅱ-11 環境的變化會影響植物生長。 3~4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1 地球具有大氣圈、水圈和岩石圈。 7~9 

Fa-Ⅳ-2 三大類岩石有不同的特徵和成因。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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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Fa-Ⅳ-3 大氣的主要成分為氮氣和氧氣，並含有水氣、二氧化碳等變動氣體。  7~9 

Fa-Ⅳ-4 大氣可由溫度變化分層。  7~9 

Fa-Ⅳ-5 海水具有不同的成分及特性。 7~9 

EFa-Vc-4 海洋表水鹽度主要受降水、蒸發及河川注入等因素影響。  10~12 

EFa-Vc-5 海水的溫度隨深度和水平分布而變化。 10~12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Ib-Ⅳ-4 鋒面是性質不同的氣團之交界面，會產生各種天氣變化。  7~9 

Ib-Ⅳ-5 台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梅雨、寒潮、乾旱等現象。  7~9 

Ib-Ⅳ-6 台灣秋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造成各地氣溫、風

向和降水的季節性差異。  7~9 

海水的運動(Ic) 

Ic-Ⅳ-1 海水運動包含波浪、海流和潮汐，各有不同的運動方式。  7~9 

Ic-Ⅳ-2 海流對陸地的氣候會產生影響。  7~9 

Ic-Ⅳ-3 台灣附近的海流隨季節有所不同。  7~9 

Ic-Ⅳ-4 潮汐變化具有規律性。 7~9 

地球的歷史(H)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Ha)  EHa-Vc-3 在地球大氣演化過程中，海洋與生物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10~12 

3.自然界的永續發

展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3~4 

INf-Ⅲ-5 臺灣的主要天然災害之認識及防災避難。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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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INf-Ⅱ-7 水與空氣污染會對生物產生影響。  3~4 

資源與永續性 (INg) 

INg-Ⅱ-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中的各種資

源，但自然資源都是有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3~4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做起。  3~4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5~6 

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5~6 

INg-Ⅲ-7 人類行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5~6 

科學、科技、社會

與人文(M)  

科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Mc)  
Mc-Ⅳ-1 生物生長條件與機制在處理環境污染物質的應用。  7~9 

天然災害與防治(Md) 

Md-Ⅳ-1 生物保育知識與技能在防治天然災害的應用。  7~9 

Md-Ⅳ-2 颱風主要發生在 7-9 月，並容易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7~9 

Md-Ⅳ-3 颱風會帶來狂風、豪雨及暴潮等災害。  7~9 

Md-Ⅳ-4 台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因此地震頻仍，常造成災害。  7~9 

Md-Ⅳ-5 大雨過後和順向坡會加重山崩的威脅。  7~9 

EMd-Vc-1 颱風形成有其必要條件與機制。  10~12 

EMd-Vc-2 颱風是一個螺旋雲帶結構，中心氣壓最低。  10~12 

EMd-Vc-3 侵臺颱風的路徑主要受太平洋高壓所引導，不同路徑對台灣各地的風

雨影響不同。  10~12 



附錄四、六大領域課程綱領條目盤點內容 

 345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EMd-Va-1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況有密切關連。  10~12 

EMd-Va-2 地下水的超限利用會引發地層下陷等相關問題，並對土地利 
用、重大建設等產生影響。 10~12 

EMd-Va-3 水土保持具有減災及減災的功能。  10~12 

環境污染與防治(Me)  

CMe-Vc-1 酸雨的成因、影響及防治方法。  10~12 

CMe-Vc-2 全球暖化的成因、影響及因應方法。  10~12 

CMe-Vc-3 臭氧層破洞的成因、影響及防治方法。  10~12 

CMe-Vc-4 工業廢水的影響與再利用。 10~12 

CMe-Va-1 水污染之檢測方法。  10~12 

CMe-Va-2 大氣污染物之檢測方法。  10~12 

資源與永續發 
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Na) 

Nb-Ⅳ-1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異常降水等現象。  7~9 

Nb-Ⅳ-2 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法有減緩與調適。  7~9 

CNa-Va-1 永續發展理念之應用。  10~12 

CNa-Va-2 資源保育的有效方法。  10~12 

CNa-Vc-1 永續發展在於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之發展。  10~12 

CNa-Vc-2 將永續發展的理念應用於生活中。 10~12 

CNa-Vc-3 水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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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CNa-Vc-4 水循環與碳循環。  10~12 

ENa-Va-1 全球水資源的分布不 
均，取用亦有限制，是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臺灣尤其需要面對。 10~12 

ENa-Va-2 水資源的永續經營與利用，除節約用水之外，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作

好水土保持，才是更積極的做法。  10~12 

ENa-Va-4 新興能源的開發，有機會解決當代能源問題。 10~12 

ENa-Va-5 面對永續發展的問題，可以用社會、經濟與環境等三個面向來共同討

論與均衡發展。  10~12 

ENa-Vc-1 永續發展對地球及人類的延續有其重要性。  10~12 

ENa-Vc-2 節用資源與合理開發，可以降低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利永續發

展。  10~12 

ENa-Vc-3 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濟、生態、文化與政策四個面向的永續發展。 10~12 

ENb-Vc-1 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度的特性。  10~12 

ENb-Vc-2 冰期與間冰期的氣溫變化和海平面的升降，對全球生物與自然環境會

造成影響。 10~12 

ENb-Vc-3 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 
自然氣候變化的原理並無法完全用來解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氣候變遷情形。根據

目前科學證據了解人類活動是主要因素。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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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ENb-Vc-4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向及方法。 10~12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Nb)  

ENb-Va-1 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模式的研究，說明單純自然因素和加入人為因素

之後的推估。  10~12 

ENb-Va-2 氣候變遷的推估與未來衝擊充滿了不確定性。 10~12 

ENb-Va-3 全球各地所發生的氣候變遷在程度與類型上是不一樣的。  10~12 

ENb-Va-4 人類對地球環境變遷的因應與調適有可能避免災害發生。  10~12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Nc-Ⅳ-6 臺灣能源的利用現況與未來展望。  7~9 

CNc-Va-1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的優勢與限制。  10~12 

CNc-Va-2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在臺灣發展之可能性與限制。  10~12 

CNc-Vc-1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 
在台灣的發展現況。  10~12 

環境污染與防治(Me) Me-Ⅳ-2 家庭廢水的影響與再利用。  7~9 

1.自然界的組成與

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1 自然界（包含生物與非生物）是由不同物質所組成。 3~4 

INa-Ⅲ-1 物質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組成，而且粒子不斷的運動。  5~6 

INa-Ⅲ-2 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改變。 5~6 

INa-Ⅱ-3 物質各有其特性，並可以依其特性與用途進行分類。 3~4 

INa-Ⅱ-4 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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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INa-Ⅲ-3 混合物是由不同的物質所混合，物質混合前後重量不會改變，性質可

能會改變。 5~6 

INa-Ⅲ-4 空氣由各種不同氣體所組成，空氣具有熱脹冷縮的性質。氣體無一定

的形狀與體積。 5~6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6 太陽是地球能量的主要來源，提供生物的生長需要，能量可以各種形

式呈現。 3~4 

INa-Ⅱ-7 生物需要能量（養分）、陽光、空氣、水和土壤，維持生命、生長與活

動。  3~4 

INa-Ⅲ-8 熱由高溫處往低溫處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流和輻射，生活中

運用不同的方法保溫與散熱。  3~4 

構造與功能(INb) 

INb-Ⅱ-1 物質或物體各有不同的功能或用途。  3~4 

INb-Ⅱ-2 物質性質上的差異性可用來區分或分離物質。 3~4 

INb-Ⅲ-2 應用性質的不同可分離物質或鑑別物質。  5~6 

INb-Ⅱ-3 虹吸現象可用來將容器中的水吸出；連通管可測水平。  5~6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5~6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2 生活中常見的測量單位與度量。 3~4 

INc-Ⅱ-5 水和空氣可以傳送動力讓物體移動。 3~4 

INc-Ⅱ-6 水有三態變化及毛細現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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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1 當受外在因素作用時，物質或自然現象可能會改變。改變有些較快、

有些較慢；有些可以回復，有些則不能。  3~4 

INd-Ⅱ-4 空氣流動產生風。  3~4 

INd-Ⅱ-5 自然環境中有砂石及土壤，會因水流、風而發生改變。  3~4 

INd-Ⅱ-6 一年四季氣溫會有所變化，天氣也會有所不同。氣象報告可以讓我們

知道天氣的可能變化。  3~4 

INd-Ⅱ-7 天氣預報常用雨量、溫度、風向、風速等資料來表達天氣狀態，這些

資料可以使用適當儀器測得。  3~4 

INd-Ⅲ-7 天氣圖上用高、低氣壓、鋒面、颱風等符號來表示天氣現象，並認識

其天氣變化。  3~4 

交互作用(INe)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酸鹼作用等而改變或形成

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氣、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

具備一些條件。  
5~6 

INe-Ⅱ-3 有些物質溶於水中，有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中。  3~4 

INe-Ⅲ-4 物質溶解、反應前後總重量不變。  5~6 

INe-Ⅲ-5 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水溶液的酸鹼性質及其生活上的運用。  5~6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Ⅲ-3 自然生物的特徵與原理在人類生活上的應用。 5~6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A) 
物質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Ab) 
Ab-Ⅳ-1 物質的粒子模型與物質三態。  7~9 

Ab-Ⅳ-2 溫度會影響物質的狀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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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CAb-Vc-1 物質的三相圖。 10~12 

能量的形態與流動 
(B)  

能量的形態與轉換 
(Ba) 

Bb-Ⅳ-4 透過水升高溫度所吸收的熱能定義熱量單位，並簡介食物熱量的意義。  7~9 

Bc-Ⅳ-3 植物利用葉綠體進行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和水轉變成醣類養分，並釋

出氧氣；養分可供植物本身及動物生長所需。  7~9 

Bc-Ⅳ-4 日光、二氧化碳和水分等因素會影響光合作用的進行，這些因素的影響

可經由探究實驗來證實。  7~9 

物質的構造與功能
(C)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 
(Ca)  

CCa-Ⅴc-1 混合物的分離過程與純化方法：蒸餾、萃取、色層分析、硬水軟化、

海水純化等。 10~12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D) 
動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Db)  
Db-Ⅳ-8 植物的分布會影響水在地表的流動，也會影響氣溫和空氣品質。  7~9 

變動的地球 (I)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EIb-Vc-2 當水氣達到飽和時，多餘的水氣會凝結或凝固。  10~12 

EIb-Vc-6 天氣圖是由各地氣象觀測資料繪製而成，用以分析天氣。  10~12 

EIb-Vc-7 大氣與海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天氣，造成氣候變化，如聖嬰現象。 10~12 

海水的運動(Ic)  

EIc-Vc-1 波浪形成的主因為風吹海面，而波浪會影響海岸地形。  10~12 

EIc-Vc-2 表面海流受地球行星風系的影響。  10~12 

EIc-Vc-3 潮汐的變化受到日地月系統的影響有週期性  10~12 

EIc-Vc-4 台灣海峽的潮流運動隨地點不同而有所差異。 10~12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EIb-Va-1 水在水圈及大氣圈之中的三態變化與能量的轉換傳遞，對天氣與氣候

變化有很大的影響。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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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EIb-Va-2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不穩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10~12 

EIb-Va-3 大氣垂直運動的形態決 
定了雲與降水的形態。 10~12 

EIb-Va-4 各種尺度的海陸差異及地形變化對天氣都有影響。  10~12 

EIb-Va-5 氣象預報與生活習習相關，有些行業非常需要 
氣象預報提供的訊息。 10~12 

EIb-Va-6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雷達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10~12 

EIb-Va-7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風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圖等紀

錄，可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適當的解釋。  10~12 

海水的運動(Ic)  

EIc-Va-1 溫鹽環流是海洋下層水的流動，由海水的密度差異所驅動，具有傳送能

量及調節氣候的重要功能。  10~12 

EIc-Va-2 台灣附近的海流會影響台灣四季的氣候。  10~12 

EIc-Va-3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型態。  10~12 

EIc-Va-4 湧升流能將下層富營養鹽的海水往表層輸送，可以提高該海域的基礎生

產力。 10~12 

EIc-Va-4 透過海洋的探測與遙 
測，有助於了解海水運動與水文性質的變化。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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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物質的反應、平衡

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Jb)  

Jb-Ⅳ-1 由水溶液導電的實驗認識電解質與非電解質。  7~9 

Jb-Ⅳ-2 電解質在水溶液中會解離出陰離子和陽離子而導電。  7~9 

Jb-Ⅳ-3 不同的離子在水溶液中可發生沉澱反應、酸鹼中和反應和氧化還原反應。 7~9 

Jb-Ⅳ-4 溶液的概念及重量百分濃度(P%)、百萬分點的表示法(ppm)。 7~9 

CJb-Va-4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10~12 

CJb-Va-5 依數性質：非揮發性物質溶於水，使得蒸氣壓下降、沸點上 
升、凝固點下降與滲透壓增加。  10~12 

CJb-Vc-1 溶液的種類與特性。  10~12 

CJb-Vc-2 定量說明物質在水中溶解的程度會受到水溫的影響。  10~12 

氧化與還原反應(Jc)  Jc-Ⅳ-8 電解水與硫酸銅水溶液實驗認識電解原理。  7~9 

酸鹼反應（Jd） 

Jd-Ⅳ-1 金屬與非金屬氧化物在水溶液中的酸鹼性，及酸性溶液對金屬與大理石

的反應。 7~9 

Jd-Ⅳ-4 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根離子的關係。 7~9 

Jd-Ⅳ-6 實驗認識酸與鹼中和生成鹽和水並可放出熱量而使溫度變化。  7~9 

CJd-Vc-1 水可自解離產生 H＋與 OH－。 10~12 

CJd-Vc-2 根據阿瑞尼斯的酸鹼學說，物質溶於水 10~12 

有機化合物的性質、製備

與反應 (Jf)  
CJf-Vc-3 常見的界面活性劑包括肥皂和清潔劑，其組成包含親油性一端和親水

性的一端。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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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生物與環境(L) 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Lb) 
Lb-Ⅳ-1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會影響生物的分布與生存，環境調查時常需檢測

非生物因子的變化。 7~9 

科學、科技、社會

與人文(M) 
科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Mc) 
CMc-Vc-1 水的處理過程。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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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1.自我與生涯發展 d.尊重與珍惜生命 Ad-III-1 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5~6 

3.社會與環境關懷 

a.危機辨識與處理 

Ca-III-1 環境潛藏的危機。 5~6 

Ca-III-2 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5~6 

Ca-III-3 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略。  5~6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5~6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5~6 

D. 環境保育與永

續 
b.休閒遊憩與環保實

踐  童 Db-IV-1 自然景觀的欣賞、維護與保護。 7~9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I-1 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關。  3~4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3~4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3~4 

Cd-III-4 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3~4 

D. 環境保育與永

續 a.野外與生活的環保 
童 Da-IV-1 露營活動中永續環保的探究、執行與省思。  7~9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略的實踐與省思。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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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c.戶外休閒與環境議

題  童 Dc-IV-1 戶外休閒活動中的環保策略與行動。 7~9 

 生活課程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1~2 

- B-I-3 環境的 探索與愛護 1~2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1~2 

-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1~2 

-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1~2 

- C-I-4 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1~2 

-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創新 1~2 

註：生活課程領域無項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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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

段 

資訊科技 

系統平台(S) 資 S-IV-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9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H) 

資 H-IV-4 資訊科技重要社會議題 8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9 

資 H-V-3 資訊科技的重要社會議題 10~12 

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D) 
資 D-V-1 巨量資料的概念 10~12 

資 D-V-2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10~12 

機器人發展(R) 
資 R-V-1 機器人的種類與應用 10~12 

資 R-V-2 機器人的未來發展 10~12 

機器人專題實作 (Rp) 資 Rp-V-1 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實作 10~12 

資訊科技應用原理(T) 資 T-V-2 資訊科技應用運算原理 ※10~12 

資訊科技應用實作(Tp) 
資 Tp-V-1 資訊科技應用實作方法 ※10~12 

資 Tp-V-2 資訊科技應用效能評估 ※10~12 

生活科技 設計與製作(P) 
生 P-IV-7 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產品設計的概念介紹，如：產品功能與設計、材料機具的應用、市場分析及顧客的選擇、

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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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

段 

- 特定需求的產品創意設計與製作專題活動。 

生 P-V-2 進階工程設計與實作 
- 使用者需求與市場分析 
- 設計與開發程序 
- 功能分析與創新 
- 力學模擬與分析 
- 數位輔助設計與製造 

※10~12 

科技的應用(A)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 科技產品選用之分析與評估。 7 

生 A-IV-6 新興科技的應用 
- 近代新興科技的發展與應用。 9 

生 A-V-5 產品開發與製作 
- 建議主題，如：創意科技產品設計、創意機構玩具、科技輔具設計等※。 ※10~12 

生 A-V-7 新興科技應用 
- 建議主題，如：3D 列印產品設計、奈米科技應用、節能產品設計等※。 ※10~12 

科技與社會(S)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 日常生活科技產品使用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如：物流、網際網路等。 7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 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正負面影響。 8 

生 S-IV-3 科技議題的探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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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

段 

- 近代重大科技議題與其對未來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影響。 
- 個人在科技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應有的正向作為。 

生 S-V-1 工程科技議題的探究 
- 工程、科技、與社會互動的省思，如：科技對社會文化、環境、經濟、政策等層面的影

響。 
10~12 

科技的本質(N) 
生 N-V-2 工程的內涵 
- 各主要工程領域樣貌與發展，及其在現代科技社會中的功能，如：機械、機電、電子、

土木、環境、建築等。 
10~12 

 健康與體育領域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 
a.健康環境 

Ca-Ⅰ-1 生活中健康環境的認識、體驗與感受 1~2 
Ca-Ⅲ-1 健康環境的交互影響因素 5~6 
Ca-Ⅲ-2 環境污染的來源與形式 5~6 
Ca-Ⅲ-3 環保行動的參與及綠色消費概念 5~6 
Ca-Ⅳ-2 全球環境問題造成的健康衝擊與影響 7~9 
Ca-Ⅳ-3 環保永續的綠色生活型態之實踐與倡議 7~9 
Ca-Ⅴ-1 健康環境的整體營造 10~12 

c.水域休閒運 Cc-Ⅰ-1 水域休閒運動入門遊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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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動 Cc-Ⅱ-1 水域休閒運動基本技能 3~4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5~6 
Cc-Ⅳ-1 水域休閒運動綜合應用 7~9 
Cc-Ⅴ-1 水域休閒運動自我挑戰 10~12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Ⅰ-1 游泳池安全與衛生常識 1~2 
Gb-Ⅰ-2 水中遊戲、水中閉氣與韻律呼吸與藉物漂浮 1~2 
Gb-Ⅱ-1 戶外戲水安全知識、離地蹬牆漂浮 3~4 
Gb-Ⅱ-2 打水前進、簡易性游泳遊戲 3~4 
Gb-Ⅲ-1 水中自救方法、仰漂 15 秒 5~6 
Gb-Ⅲ-2 手腳聯合動作、藉物游泳前進、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氣三次以上）與簡易

性游泳比賽 5~6 

Gb-Ⅳ-1 岸邊救生步驟、安全活動水域的辨識與仰漂 30 秒 7~9 
Gb-Ⅳ-2 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氣 5 次以上） 7~9 
Gb-Ⅴ-1 水上安全、救生方法與仰漂 60 秒 10~12 
Gb-Ⅴ-2 游泳轉身技術、任選 1 式游泳前進 50 公尺與專項性游泳比賽 10~12 

健康與運動休閒 健康與休閒生

活  Jc-Ⅴ-1 樂山親水健康休閒活動 ※10~12 

B.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

護 
a. 安全教育與

急救 Ba-Ⅱ-3 防火、防震、防颱措施及逃生避難基本技巧的認識 3~4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a.健康環境 Ca-Ⅱ-1 健康社區的意識、責任與維護行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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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與 Ca-Ⅱ-2 人為與自然汙染對健康的影響 3~4 
Ca-Ⅳ-1 健康社區的相關問題改善與資源運用 7~9 
Ca-Ⅴ-2 健康的生活方式與環境永續 10~12 

E.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b.消費者健康 Eb-Ⅴ-1 健康消費權利與義務 10~12 
E.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b.消費者健康 Eb-Ⅴ-3 科技產品消費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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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與環境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健康與運動休閒 健康與休閒生活  Jc-Ⅴ-1 樂山親水健康休閒活動 ※10~12 健康與體育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

護 -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1~2 生活課程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

護 - B-I-3 環境的 探索與愛護 1~2 生活課程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Ⅰ-1 生活中健康環境的認識、體驗與感受 1~2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水域休閒運動 Cc-Ⅰ-1 水域休閒運動入門遊戲 1~2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Ⅰ-1 游泳池安全與衛生常識 1~2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Ⅰ-2 水中遊戲、水中閉氣與韻律呼吸與藉物漂浮 1~2 健康與體育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EFa-Vc-4 海洋表水鹽度主要受降水、蒸發及河川注入等因

素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EFa-Vc-5 海水的溫度隨深度和水平分布而變化。 10~12 自然科學 

地球的歷史(H)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Ha)  EHa-Vc-3 在地球大氣演化過程中，海洋與生物扮演著極其

重要的角色。  10~12 自然科學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V-1 氣候要素。 10~12 社會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Ⅴ-2 大氣環流與洋流。 10~12 社會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Ⅴ-3 氣候類型 。 10~12 社會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Ⅴ-4 氣候與自然景觀帶 。 10~12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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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B.地理系統 a.氣候系統 地 Ba-Ⅴ-5 探究活動：氣候、水資源與人類生活。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a.台灣與世界 地 Ca-V-1 台灣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d.孤立位置的發特色

（以澳、紐為例 ） 地 Cd-V-1 自然環境背景與位置的特殊性。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e.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

發展 地 Ce-V-1 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f.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

散 地 Cf-V-1 自然環境與文明發展的關係。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g.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

戰 地 Cg-V-1 美國的環境背景。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h.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

戰(個案，以中南美洲、

漠南非洲為例，二選一) 
地 Ch-V-3 自然環境背景。 10~12 社會 

C.地理視野 d.孤立位置的發特色

（以澳、紐為例 ） 地 Cd -Ⅴ-4 探究活動：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永續 。 10~12 社會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Ⅴ-1 健康環境的整體營造 10~12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水域休閒運動 Cc-Ⅴ-1 水域休閒運動自我挑戰 10~12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Ⅴ-1 水上安全、救生方法與仰漂 60 秒 10~12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Ⅴ-2 游泳轉身技術、任選 1 式游泳前進 50 公尺與專

項性游泳比賽 10~12 健康與體育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7 利用適當的工具觀察不同大小、距離位置的物體。  3~4 自然科學 



附錄五、三大類別綱要條目歸納綜整表 

 365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8 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生物生存。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Ⅲ-9 不同的環境條件影響生物的種類和分布，以及生

物間的食物關係，因而形成不同的生態系。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交互作用 (INe)  INe-Ⅱ-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間常會相互影響。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交互作用 (INe)  INe-Ⅱ-11 環境的變化會影響植物生長。 3~4 自然科學 

A.互動與關聯 b. 人與環境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3~4 社會 

A.互動與關聯 b. 人與環境 Ab -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也會改變

自然環境。 3~4 社會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水域休閒運動 Cc-Ⅱ-1 水域休閒運動基本技能 3~4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Ⅱ-1 戶外戲水安全知識、離地蹬牆漂浮 3~4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Ⅱ-2 打水前進、簡易性游泳遊戲 3~4 健康與體育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Ⅲ-10 地球是由空氣、陸地、海洋及生存於其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Ⅲ-12 地球上的水存在於大氣、海洋、湖泊與地下中。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 (INd) INd-Ⅲ-9 流水、風和波浪對砂石和土壤產生侵蝕、風化、

搬運及堆積等作用，河流是改變地表最重要的力量。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 (INd) INd-Ⅲ-10 流水及生物活動，對地表的改變會產生不同的

影響。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 (INd) INd-Ⅲ-11 海水的流動會影響天氣與氣候的變化。氣溫下

降時水氣凝結為雲和霧或昇華為霜、雪。  5~6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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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 (INd) 
INd-Ⅲ-12 自然界的水循環主要由海洋或湖泊表面水的蒸

發、經凝結降水、再透過地表水與地下水等傳送回海洋或

湖泊。  
5~6 自然科學 

A.互動與關聯 b. 人與環境 Ab -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

有關聯性。 5~6 社會 

A.互動與關聯 b. 人與環境 Ab -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

用有關連性。 5~6 社會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Ⅲ-1 健康環境的交互影響因素 5~6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Ⅲ-2 環境污染的來源與形式 5~6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Ⅲ-3 環保行動的參與及綠色消費概念 5~6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水域休閒運動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5~6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Ⅲ-1 水中自救方法、仰漂 15 秒 5~6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Ⅲ-2 手腳聯合動作、藉物游泳前進、游泳前進 15 公尺

（需換氣三次以上）與簡易性游泳比賽 5~6 健康與體育 

1.自我與生涯發展 d.尊重與珍惜生命 Ad-III-1 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5~6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a.危機辨識與處理 Ca-III-1 環境潛 藏 的 危機。  5~6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a.危機辨識與處理 Ca-III-2 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5~6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a.危機辨識與處理 Ca-III-3 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略。  5~6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5~6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5~6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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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1 地球具有大氣圈、水圈和岩石圈。 7~9 自然科學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2 三大類岩石有不同的特徵和成因。 7~9 自然科學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3 大氣的主要成分為氮氣和氧氣，並含有水氣、二氧

化碳等變動氣體。  7~9 自然科學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4 大氣可由溫度變化分層。  7~9 自然科學 
地球環境(F)  組成地球的物質(Fa) Fa-Ⅳ-5 海水具有不同的成分及特性。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Ib-Ⅳ-4 鋒面是性質不同的氣團之交界面，會產生各種天氣

變化。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Ib-Ⅳ-5 台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梅雨、寒潮、乾旱等現

象。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Ib) Ib-Ⅳ-6 台灣秋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夏季受西南季風影

響，造成各地氣溫、風向和降水的季節性差異。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Ic-Ⅳ-1 海水運動包含波浪、海流和潮汐，各有不同的運動

方式。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Ic-Ⅳ-2 海流對陸地的氣候會產生影響。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Ic-Ⅳ-3 台灣附近的海流隨季節有所不同。  7~9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Ic-Ⅳ-4 潮汐變化具有規律性。 7~9 自然科學 
A.基本概念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 Ac -Ⅳ-1 天氣與氣候。 7~9 社會 
A.基本概念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 Ac -Ⅳ-2 臺灣的氣候特色 。 7~9 社會 
A.基本概念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 Ac -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 7~9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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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A.基本概念與台灣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 Ac -Ⅳ-4 探究活動：颱風與生活 。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a.中國(一) 地 Ba-Ⅳ-1 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c.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地-Bc-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d.季風亞洲(一)東亞 地-Bd-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e.季風亞洲(二) 地-Be-Ⅳ-自然環境背景。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f.西亞與北非 地-Bf-Ⅳ-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g.漠南非洲 地-Bg-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h.歐洲與俄羅斯 地-Bh-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社會 
B.區域特色 i.美洲 地-Bi-Ⅳ-1 自然環境背景。 7~9 社會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Ⅳ-2 全球環境問題造成的健康衝擊與影響 7~9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a.健康環境 Ca-Ⅳ-3 環保永續的綠色生活型態之實踐與倡議 7~9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c.水域休閒運動 Cc-Ⅳ-1 水域休閒運動綜合應用 7~9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Ⅳ-1 岸邊救生步驟、安全活動水域的辨識與仰漂 30 秒 7~9 健康與體育 
G.挑戰型運動 b.游泳 Gb-Ⅳ-2 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氣 5 次以上） 7~9 健康與體育 
D. 環境保育與永續 b.休閒遊憩與環保實踐  童 Db-IV-1 自然景觀的欣賞、維護與保護。 7~9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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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與科技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b-Va-2 溫度、壓力對氣體溶解。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

會與人文(M) 
科學、技術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Ma) 

CMa-Va-1 從化學的主要發展方向和產業成果，建立綠色化學與永續發展

的概念，並積極參與科學知識的傳播，促進化學知識進入個人和社會生

活。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

會與人文(M) 
環境  污染  與防

治(Me) CMe-Va -1 水污染之檢測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

會與人文(M) 
環境  污染  與防

治(Me) CMe-Va -2 大氣污染物之檢測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b-Va-4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b-Va-5 依數性質：非揮發性物質溶於水，使得蒸氣壓下降、沸點上 
升、凝固點下降與滲透壓增加。  ※10~12 自然科學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應用原

理(T) 資 T-V-2 資訊科技應用運算原理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應用實

作(Tp) 資 Tp-V-1 資訊科技應用實作方法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應用實

作(Tp) 資 Tp-V-2 資訊科技應用效能評估 ※10~12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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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生活科技 設計與製作(P) 

生 P-V-2 進階工程設計與實作 
- 使用者需求與市場分析 
- 設計與開發程序 
- 功能分析與創新 
- 力學模擬與分析 
- 數位輔助設計與製造 

※10~12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的應用(A) 生 A-V-5 產品開發與製作 
- 建議主題，如：創意科技產品設計、創意機構玩具、科技輔具設計等※。 ※10~12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的應用(A) 生 A-V-7 新興科技應用 
- 建議主題，如：3D 列印產品設計、奈米科技應用、節能產品設計等※。 ※10~12 科技 

C.生活事物特性

的探究與創新應

用 
-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1~2 生活課程 

C.生活事物特性

的探究與創新應

用 
-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1~2 生活課程 

C.生活事物特性

的探究與創新應

用 
-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1~2 生活課程 

C.生活事物特性

的探究與創新應

用 
- C-I-4 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1~2 生活課程 

C.生活事物特性 -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創新 1~2 生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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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的探究與創新應

用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物質的形態、性質

與分類(Ab)  CAb-Vc-1 物質的三相圖。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物質的分離與鑑

定(Ca)  
CCa-Ⅴc-1 混合物的分離過程與純化方法：蒸餾、萃取、色層分析、硬水

軟化、海水純化等。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b-Vc-1 溶液的種類與特性。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b-Vc-2 定量說明物質在水中溶解的程度會受到水溫的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d-Vc-1 水可自解離產生 H＋與 OH－。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CJd-Vc-2 根據阿瑞尼斯的酸鹼學說，物質溶於水 10~12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有機化合物的性

質、製備與反應 
(Jf)  

CJf-Vc-3 常見的界面活性劑包括肥皂和清潔劑，其組成包含親油性一端

和親水性的一端。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

會與人文(M) 
科學在生活中的

應用(Mc) CMc-Vc-1 水的處理過程。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c-2 當水氣達到飽和時，多餘的水氣會凝結或凝固。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EIb-Vc-6 天氣圖是由各地氣象觀測資料繪製而成，用以分析天氣。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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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Ib)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c-7 大氣與海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天氣，造成氣候變化，如聖嬰現

象。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c-1 波浪形成的主因為風吹海面，而波浪會影響海岸地形。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c-2 表面海流受地球行星風系的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c-3 潮汐的變化受到日地月系統的影響有週期性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c-4 台灣海峽的潮流運動隨地點不同而有所差異。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1 水在水圈及大氣圈之中的三態變化與能量的轉換傳遞，對天氣

與氣候變化有很大的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2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不穩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3 大氣垂直運動的形態決 
定了雲與降水的形態。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4 各種尺度的海陸差異及地形變化對天氣都有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5 氣象預報與生活習習相關，有些行業非常需要 
氣象預報提供的訊息。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6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雷達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天氣與氣候變化
(Ib)  

EIb-Va-7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風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

圖等紀錄，可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適當的解釋。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a-1 溫鹽環流是海洋下層水的流動，由海水的密度差異所驅動，具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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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送能量及調節氣候的重要功能。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a-2 台灣附近的海流會影響台灣四季的氣候。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a-3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型態。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a-4 湧升流能將下層富營養鹽的海水往表層輸送，可以提高該海域

的基礎生產力。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海水的運動(Ic)  EIc-Va-4 透過海洋的探測與遙測，有助於了解海水運動與水文性質的變

化。 10~12 自然科學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H) 資 H-V-3 資訊科技的重要社會議題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資料表示、處理及

分析(D) 資 D-V-1 巨量資料的概念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資料表示、處理及

分析(D) 資 D-V-2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機器人發展(R) 資 R-V-1 機器人的種類與應用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機器人發展(R) 資 R-V-2 機器人的未來發展 10~12 科技 

資訊科技 機器人專題實作 
(Rp) 

資 Rp-V-1 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實作 10~12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與社會(S) 
生 S-V-1 工程科技議題的探究 
- 工程、科技、與社會互動的省思，如：科技對社會文化、環境、經濟、

政策等層面的影響。 
10~12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的本質(N) 生 N-V-2 工程的內涵 
- 各主要工程領域樣貌與發展，及其在現代科技社會中的功能，如：機械、

10~12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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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機電、電子、土木、環境、建築等。 
E.人、食物與健康

消費 b.消費者健康 Eb-Ⅴ-3 科技產品消費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10~12 健康與體育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1 自然界（包含生物與非生物）是由不同物質所組成。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3 物質各有其特性，並可以依其特性與用途進行分類。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4 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6 太陽是地球能量的主要來源，提供生物的生長需要，能量可以

各種形式呈現。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Ⅱ-7 生物需要能量（養分）、陽光、空氣、水和土壤，維持生命、生

長與活動。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Ⅲ-8 熱由高溫處往低溫處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流和輻射，

生活中運用不同的方法保溫與散熱。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構造與功能(INb) INb-Ⅱ-1 物質或物體各有不同的功能或用途。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構造與功能(INb) INb-Ⅱ-2 物質性質上的差異性可用來區分或分離物質。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2 生活中常見的測量單位與度量。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5 水和空氣可以傳送動力讓物體移動。 3~4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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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與特性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系統與尺度(INc) INc-Ⅱ-6 水有三態變化及毛細現象。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1 當受外在因素作用時，物質或自然現象可能會改變。改變有些

較快、有些較慢；有些可以回復，有些則不能。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4 空氣流動產生風。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5 自然環境中有砂石及土壤，會因水流、風而發生改變。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6 一年四季氣溫會有所變化，天氣也會有所不同。氣象報告可以

讓我們知道天氣的可能變化。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Ⅱ-7 天氣預報常用雨量、溫度、風向、風速等資料來表達天氣狀態，

這些資料可以使用適當儀器測得。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改變與穩定(INd) INd-Ⅲ-7 天氣圖上用高、低氣壓、鋒面、颱風等符號來表示天氣現象，

並認識其天氣變化。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交互作用(INe)  INe-Ⅱ-3 有些物質溶於水中，有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中。  3~4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Ⅲ-1 物質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組成，而且粒子不斷的運動。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Ⅲ-2 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改變。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物質與能量(INa)  INa-Ⅲ-3 混合物是由不同的物質所混合，物質混合前後重量不會改變， 5~6 自然科學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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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性  性質可能會改變。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物質與能量(INa)  INa-Ⅲ-4 空氣由各種不同氣體所組成，空氣具有熱脹冷縮的性質。氣體

無一定的形狀與體積。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構造與功能(INb) INb-Ⅲ-2 應用性質的不同可分離物質或鑑別物質。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構造與功能(INb) INb-Ⅱ-3 虹吸現象可用來將容器中的水吸出；連通管可測水平。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構造與功能(INb)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交互作用(INe)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酸鹼作用等而改變

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氣、光等有關。改變要

能發生，常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交互作用(INe)  INe-Ⅲ-4 物質溶解、反應前後總重量不變。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交互作用(INe)  INe-Ⅲ-5 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水溶液的酸鹼性質及其生活上的運用。  5~6 自然科學 

1.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Ⅲ-3 自然生物的特徵與原理在人類生活上的應用。 5~6 自然科學 

能量的形態與流

動(B)  
生物體內的能量

與代謝(Bc)  
Bc-Ⅳ-3 植物利用葉綠體進行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和水轉變成醣類養

分，並釋出氧氣；養分可供植物本身及動物生長所需。  7~9 自然科學 

能量的形態與流

動(B)  
生物體內的能量

與代謝(Bc)  
Bc-Ⅳ-4 日光、二氧化碳和水分等因素會影響光合作用的進行，這些因素

的影響可經由探究實驗來證實。  7~9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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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構造與功

能(D) 
動植物的構造與

功能(Db)  Db-Ⅳ-8 植物的分布會影響水在地表的流動，也會影響氣溫和空氣品質。  7~9 自然科學 

生物與環境(L) 生物與環境的交

互作用(Lb) 
Lb-Ⅳ-1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會影響生物的分布與生存，環境調查時常

需檢測非生物因子的變化。 7~9 自然科學 

能量的形態與流

動(B)  
能量的形態與轉

換(Ba) 
Bb-Ⅳ-4 透過水升高溫度所吸收的熱能定義熱量單位，並簡介食物熱量的

意義。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組成與特

性(A) 
物質的形態、性質

與分類(Ab) Ab-Ⅳ-1 物質的粒子模型與物質三態。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組成與特

性(A) 
物質的形態、性質

與分類(Ab) Ab-Ⅳ-2 溫度會影響物質的狀態。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Jb-Ⅳ-1 由水溶液導電的實驗認識電解質與非電解質。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Jb-Ⅳ-2 電解質在水溶液中會解離出陰離子和陽離子而導電。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Jb-Ⅳ-3 不同的離子在水溶液中可發生沉澱反應、酸鹼中和反應和氧化還

原反應。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水溶液中的變化
(Jb)  

Jb-Ⅳ-4 溶液的概念及重量百分濃度(P%)、百萬分點的表示法(ppm)。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氧化與還原反應
(Jc)  

Jc-Ⅳ-8 電解水與硫酸銅水溶液實驗認識電解原理。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酸鹼反應（Jd） Jd-Ⅳ-1 金屬與非金屬氧化物在水溶液中的酸鹼性，及酸性溶液對金屬與

大理石的反應。 7~9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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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酸鹼反應（Jd） Jd-Ⅳ-4 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根離子的關係。 7~9 自然科學 

物質的反應、平

衡與製造(J) 酸鹼反應（Jd） Jd-Ⅳ-6 實驗認識酸與鹼中和生成鹽和水並可放出熱量而使溫度變化。  7~9 自然科學 

資訊科技 系統平台(S) 資 S-IV-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7~9 科技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H) 資 H-IV-4 資訊科技重要社會議題 7~9 科技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H)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7~9 科技 

生活科技 設計與製作(P) 

生 P-IV-7 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產品設計的概念介紹，如：產品功能與設計、材料機具的應用、市場分

析及顧客的選擇、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等。 
- 特定需求的產品創意設計與製作專題活動。 

7~9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的應用(A)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 科技產品選用之分析與評估。 7~9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的應用(A) 生 A-IV-6 新興科技的應用 
- 近代新興科技的發展與應用。 7~9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與社會(S)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 日常生活科技產品使用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如：物流、網際網路等。 7~9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與社會(S)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 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正負面影響。 7~9 科技 

生活科技 科技與社會(S) 生 S-IV-3 科技議題的探究 7~9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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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 近代重大科技議題與其對未來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影響。 
- 個人在科技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應有的正向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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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永續發展 

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變動的地球(I)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 (Na ) CNa -Va -1 永續發展理念之應用。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 (Na ) CNa -Va -2 資源保育的有效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 

CNc -Va -1 新興能源與替代的優勢與限制。 ※10~12 自然科學 

變動的地球(I)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 

CNc-Va-2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在台灣發展之可能性與限制。 ※10~12 自然科學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1 氣候變遷發生的原因為何？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2 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是否正在變化？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Ⅴ-3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4 為何國際社會對氣候變遷的反應有別？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a.氣候變遷 地 Ia -Ⅴ-5 國家與個人如何調適氣候變遷的影響？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b.自然災害與土地

退化 地 Ib -Ⅴ-1 什麼是自然災害？ ※10~12 社會 

I.環境變遷 b.自然災害與土地

退化 地 Ib -Ⅴ-3 自然災害和人類生活有何關係？ ※10~12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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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I.環境變遷 b.自然災害與土地

退化 地 Ib -Ⅴ-5 如何避免或減少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的衝擊？ ※10~12 社會 

J.資源與能源 a.水資源和海洋資

源 地 Ja-V-1 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10~12 社會 

J.資源與能源 a.水資源和海洋資

源 
地 Ja-Ⅴ-2 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和國家、區域經濟展有何關

係？ ※10~12 社會 

J.資源與能源 a.水資源和海洋資

源 地 Ja-Ⅴ-5 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如何永續利用？ ※10~12 社會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c-1 酸雨的成因、影響及防治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c-2 全球暖化的成因、影響及因應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c-3 臭氧層破洞的成因、影響及防治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c-4 工業廢水的影響與再利用。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c-1 永續發展在於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又不危及下一

代之發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c-2 將永續發展的理念應用於生活中。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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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c-3 水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c-4 水循環與碳循環。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CNc-Vc-1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在台灣的發展現況。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a-1 水污染之檢測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CMe-Va-2 大氣污染物之檢測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a-1 永續發展理念之應用。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CNa-Va-2 資源保育的有效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CNc-Va-1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的優勢與限制。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CNc-Va-2 新興能源與替代能源在臺灣發展之可能性與限

制。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c-1 颱風形成有其必要條件與機制。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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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c-2 颱風是一個螺旋雲帶結構，中心氣壓最低。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c-3 侵臺颱風的路徑主要受太平洋高壓所引導，不同

路徑對台灣各地的風雨影響不同。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c-1 永續發展對地球及人類的延續有其重要性。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c-2 節用資源與合理開發，可以降低人類對地球環境

的影響，以利永續發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c-3 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濟、生態、文化與政策四

個面向的永續發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b-Vc-1 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度的特性。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b-Vc-2 冰期與間冰期的氣溫變化和海平面的升降，對全

球生物與自然環境會造成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b-Vc-3 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 
自然氣候變化的原理並無法完全用來解釋近幾十年來快速

的氣候變遷情形。根據目前科學證據了解人類活動是主要因

素。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b-Vc-4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向及方法。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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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a-1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況有密切關連。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a-2 地下水的超限利用會引發地層下陷等相關問題，

並對土地利 
用、重大建設等產生影響。 

10~12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EMd-Va-3 水土保持具有減災及減災的功能。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a-1 全球水資源的分布不 
均，取用亦有限制，是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臺灣尤其需要

面對。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a-2 水資源的永續經營與利用，除節約用水之外，維

護自然生態環境，作好水土保持，才是更積極的做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a-4 新興能源的開發，有機會解決當代能源問題。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ENa-Va-5 面對永續發展的問題，可以用社會、經濟與環境

等三個面向來共同討論與均衡發展。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

調適(Nb)  
ENb-Va-1 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模式的研究，說明單純自然

因素和加入人為因素之後的推估。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

調適(Nb)  ENb-Va-2 氣候變遷的推估與未來衝擊充滿了不確定性。 10~12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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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

調適(Nb)  
ENb-Va-3 全球各地所發生的氣候變遷在程度與類型上是不

一樣的。  10~12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

調適(Nb)  
ENb-Va-4 人類對地球環境變遷的因應與調適有可能避免災

害發生。  10~12 自然科學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 a.健康環境 Ca-Ⅴ-2 健康的生活方式與環境永續 10~12 健康與體育 

E.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b.消費者健康 Eb-Ⅴ-1 健康消費權利與義務 10~12 健康與體育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3~4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Ⅱ-7 水與空氣污染會對生物產生影響。  3~4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性(INg) 
INg-Ⅱ-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

然環境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都是有限的，需要珍惜使

用。  
3~4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性(INg)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

做起。  3~4 自然科學 

B.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

護 a. 安全教育與急救 Ba-Ⅱ-3 防火、防震、防颱措施及逃生避難基本技巧的認識 3~4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 a.健康環境 Ca-Ⅱ-1 健康社區的意識、責任與維護行動 3~4 健康與體育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 a.健康環境 Ca-Ⅱ-2 人為與自然汙染對健康的影響 3~4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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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I-1 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關。  3~4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3~4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3~4 綜合活動 

3.社會與環境關懷 d.環境保育與永續 Cd-III-4 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3~4 綜合活動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科學與生活(INf)  INf-Ⅲ-5 臺灣的主要天然災害之認識及防災避難。 5~6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性(INg)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5~6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性(INg) 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5~6 自然科學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性(INg) INg-Ⅲ-7 人類行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

與影響。  5~6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科學在生活中的應

用(Mc)  Mc-Ⅳ-1 生物生長條件與機制在處理環境污染物質的應用。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Md-Ⅳ-1 生物保育知識與技能在防治天然災害的應用。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Nc-Ⅳ-6 臺灣能源的利用現況與未來展望。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環 境 污 染 與 防 治

(Me) 
Me-Ⅳ-2 家庭廢水的影響與再利用。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Md-Ⅳ-2 颱風主要發生在 7-9 月，並容易造成生命財產的

損失。  7~9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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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項目 條目 教育階段 領域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Md-Ⅳ-3 颱風會帶來狂風、豪雨及暴潮等災害。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Md-Ⅳ-4 台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因此地震頻仍，常造成災害。  7~9 自然科學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M) 
天 然 災 害 與 防 治

(Md) 
Md-Ⅳ-5 大雨過後和順向坡會加重山崩的威脅。  7~9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Nb-Ⅳ-1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異

常降水等現象。  7~9 自然科學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

利用(Na) Nb-Ⅳ-2 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法有減緩與調適。  7~9 自然科學 

C.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 a.健康環境 Ca-Ⅳ-1 健康社區的相關問題改善與資源運用 7~9 健康與體育 

D. 環境保育與永續 a.野外與生活的環

保 童 Da-IV-1 露營活動中永續環保的探究、執行與省思。  7~9 綜合活動 

D. 環境保育與永續 a.野外與生活的環

保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

策略的實踐與省思。 7~9 綜合活動 

D. 環境保育與永續 c.戶外休閒與環境

議題  童 Dc-IV-1 戶外休閒活動中的環保策略與行動。 7~9 綜合活動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8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89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9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9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9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9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9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9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9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9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39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39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0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0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0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0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0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0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0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0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0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0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1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1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1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1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1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1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1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1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1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1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2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2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2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2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2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2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2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2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2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2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3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3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3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3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3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3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3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3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3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3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4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4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4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4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4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4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4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4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4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4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5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5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5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5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5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5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5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5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5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5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6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6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6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6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6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6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6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6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6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6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7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7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7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7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7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75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76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77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78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79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80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81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82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83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84 
 



附錄六、節水利用教案式 

 485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86 
 

 

 

 

 

 



附件七、教案審查意見表格式 

 487 

 

 

 

 

 

 

 

 

 

附錄七、教案審查意見表格式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88 
 

 

 

 

 

 

 

 

 

 

 

 

 

 

 

 

 



附件七、教案審查意見表格式 

 489 

 

 

雨水貯留系統輔導推動計畫 

節水利用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審查意見表 

審查委員 李小明 

教育階段 第一階段 

教學領域 生活 

教案單元名稱 省水小尖兵 

教案審查項目 

1. 教學活動設計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所訂定之教學內容。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2. 教學活動設計確實融入環境教育議題。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3. 教學活動設計可確實傳達節水概念並落實於生活中。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4. 教學活動設計符合該學習階段之學生能力。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5. 教學活動設計具體、流暢且完整，可實施於課堂。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6. 教學目標及評量方式具體可行。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490 
 

7. 圖文媒體等資料已註明出處。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8. 教案應備附件齊全。 
□是□否，需修改的部分為： 

教案審查綜合評述(含教案設計優缺點及建議) 

 

教案審查結果 

 □通過  

  □修改後通過 

 □尚需修改後再進行審查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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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委託服務計畫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 

資訊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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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中心資訊[TABC Profile]

一、 本中心窗口 

(一) 公司名稱：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二) 聯 絡 人：王冠翔 先生、賴品汝 小姐

(三) 聯絡電話：(02)8667-6111 分機 183、103

(四) 電子信箱：kyson@tabc.org.tw、lai@tabc.org.tw

(五) 傳真號碼：(02)8667-6397

(六) 聯絡地址：23143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 號 3 樓

二、 成果展示管理平台交付模式 

本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於完成後，需提供的交付項目包括： 

(一) 本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製作之網站程式原始碼。

(二) 專案實作各階段之相應文件。

(三) 本成果展示管理平台移交與操作所需之教育訓練乙次。

(四) 本成果展示管理平台系統完成所有驗收程序後 1 年內為保固期，保固期間

將提供免費之保固服務。

附錄九、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 

541

mailto:kyson@tabc.org.tw、enhao@%20tabc.org.tw、gi501978@%20tabc.org.tw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542



貳、 需求符合說明[Requirement Compliance] 

一、 解決方案分析說明 

(一)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 

 

圖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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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說明： 

表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說明表 

  項目內容 數量 備     註 

響應 

式 

網頁 

設計 

首、內頁響應式網站視覺風格設計 1 中文繁體版 

計畫概述 4 
前言、計劃緣起、計畫目的、計

畫內容 

案件執行 

前瞻計畫-雨水貯

留系統建設介紹 
1   

進度管考 1 

登入、案件列表、進度管考資料

列表+填寫(依代辦計畫、補助計

畫分類受理與管考) 

諮詢窗口 1 
表單轉 e-mail，發送後寄送至指

定信箱並記錄至後台可供查詢 

歷年計畫 

效益統計 

計畫介紹 1   

計畫成果 2 
分年度選擇，案件列表+詳細內

容 

效益統計 1 
案件可分年度或依類別統計效

益結果 

雨水貯留 

系統監測 

監測系統介紹 1   

案場即時資訊 1 
串接即時資訊資料顯示，需提供

API文件 

統計分析 1 
串接統計資料顯示，需提供 API

文件 

節水教育教案 教案介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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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下載 1 檔案下載列表 

其他教育資源 1   

案例分享 

雨水回收 

2 案例列表+詳細內容 

其他  

相關聯結 1   

聯絡我們 1 表單轉 e-mail 

最新公告 2 訊息列表+詳細內容 

Q&A問答 2 問題列表+詳細內容 

PHP 

程式 

設計 

案件受理表單記錄資料管理程式 1 

1.後台管理程式+MySQL資料庫

設計 

2.配合水利署「行政透明措施公

開項目表」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下載功能 

案件資料管理程式+進度管考功能+

諮詢記錄 
1 

檔案下載資料管理程式 1 

案例分享資料管理程式+類別管理 1 

最新公告、Q&A問答資料管理程式 1 

其他 

系統設計與規劃作業及文件  1   

系統弱點掃描及測試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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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系統功能與解決方案建議 

本資訊平台建構目的為完整呈現水利署推動既有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之執

行成果，並期望作為雨水貯集利用最便捷之推廣教育平台，同時也將整合相關資

訊（包括申請方式、諮詢服務、技術服務等）提供下載。 

(一) 入口網站建置 

1.  通用功能： 

(1) 最新公告 

(2) 計畫概述 

(3) 相關連結 

(4) 聯絡我們 

(5) Q&A 問答。  

2.  專案管理功能： 

(1) 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 

(2) 歷年計畫效益統計 

(3) 雨水貯留系統監測 

(4) 節水教育教案 

(5)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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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網站版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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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度管考、案件諮詢與歷年計畫效益統計 

1.  案件執行流程管理系統 

為配合相關補助計畫之執行，本資訊作業平台將提供案件進度管考之功

能，並予以工程進度追蹤。同時配合計畫案件諮詢輔導，也將提供諮詢窗口，

並同時紀錄諮詢輔導、訪視輔導及追踨案件之成果。 

2.  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成果效益登錄與統計系統 

配合計畫彙整調查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效益之工作項目需求，本資

訊作業平台擬提供資料庫作業界面與欄位，供歷年補助之雨水貯留計畫案例

進行效益登載，同時透過資訊作業平台資料庫之分析與計算，呈現各年度、

各縣市或其他需求之相關資料分析圖表。 

 

 

圖 3 案件管考前/後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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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說明 

1.  需進行案件負責人登入 

2.  進行進度管考資料填寫及查看，若有問題可填寫諮詢表單 

3.  網站管理員案件資料維護相關事宜，包含歷年計畫效益統計、該年度案

件進度管考與案件諮詢的分案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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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節水教育教案流覽介面與下載系統等功能需求之建置 

配合本計畫工作項目中節水教育教案之製作，本資訊作業平台將整合計畫成

果，並完整呈現於資訊作業平台之中，除提供教案介紹外，同時提供教案下載與

應用，讓節水教育教案之推廣與宣導不受限於時間、區域與距離；此外，本資訊

作業平台還將提供水資源再利用知識相關資源連結，協助授課教師自我進修與備

課之參考。 

 

圖 4 檔案下載前/後台流程圖 

◎重點說明 

1.  網頁瀏覽者瀏覽檔案資訊及下載 

2.  網站管理員至後台建立或維護檔案下載資料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550



(四) 亮點案例分享 

為加強水資源應用之宣導與讓民眾實際瞭解節水改善之可行性與效益，本資

訊作業平台將經濟部水利署歷年來所執行之雨水貯留計畫中的特色亮點案例進

行彙整與分享。 

 

圖 5 案例分享前/後台流程圖 

◎重點說明 

1.  網頁瀏覽者可瀏覽案例分享資訊 

2.  網站管理員可進行案例分享資訊建立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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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雨水貯留系統使用現況即時資訊之監測介面 

由 106 年至 107 年「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項下子計畫「雨

水貯留系統建設計畫」所核定補助之計畫中(含委託代辦之計畫)遴選至少 10 案

並經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由執行團隊設置量測監控設備(應包含水表或流量計、

回傳接收分析軟體、揭示設備等項目)，作為監測系統示範計畫。自設置完工後，

逐月追蹤並分析其雨水貯留設置效益，以利後續提供經濟部水利署評估地區推動

雨水貯留設施之參考。 

配合本計畫工作項目中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包含水表或流量計、回

傳接收分析軟體、揭示設備等項目)，本資訊作業平台將藉由網路傳輸與資料庫

整合收集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案例之現場量測監控設備之即時監測數據，

並於設備與資訊作業平台介接後，逐月追蹤並分析其雨水貯留設置效益，並提供

案場選取、資料統計、資料分析與即時圖表製作等功能。以利後續提供資料彙整

與應用。 

 

圖 6 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回傳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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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源資料 

(1) 三個水表：收集量、溢流量、使用量 

(2) 紀錄資訊：案場名稱、紀錄項目、紀錄時間、紀錄量 

2.  彙整圖表 

(1) 個案分析： 

A.  個案現況： 

目前桶槽收集量、滿桶溢流量中、正在使用中 

B.  個案流量紀錄： 

a.  總集雨量、日集雨量、周集雨量、年集雨量 

b.  總溢流量、日溢流量、周溢流量、年溢流量 

c.  總使用量、日使用量、周使用量、年使用量 

(2) 全案分析 

A.  全台分部位置圖(集雨中、溢流中、使用中<燈號>顯示) 

B.  北中南東案例分析比較： 

a.  總集雨量、日集雨量、周集雨量、年集雨量 

b.  總溢流量、日溢流量、周溢流量、年溢流量 

c.  總使用量、日使用量、周使用量、年使用量 

  

附錄九、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 

553



四、 資安方案建議 

依「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事項」中，八、程式開

發(四)政府組態基準(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GCB)設定政策實施

ActiveX 安全性檢測，其包含：弱點掃描、原碼檢測及滲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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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方案總攬[Proposed Solution Overview ] 

一、 專案方法論 

在本專案的開發方法上，採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進行系統開發，共規畫

為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開發、系統測試、系統上線、專案驗收結案，六大

步驟。每階段的結束，均以文件方式進行確認，以完成下一階段開始所需之準備。 

在專案管理的方法上，則依 PMI 的專案管理知識體系（PMBOK）中的九大

知識領域來分別管理 

二、 整體系統架構 

(一) 硬體規格說明 

表 2 硬體規格說明表 

 硬體規格 儲存空間 數量 LoadBalance Cluster 說明 

AP Server 8核 8G 300GB 1 X   

DB Server 8核 16G 300GB 1 X X  

(二) 軟體規格說明 

表 3 軟體規格說明表 

 規格 版本 說明 

AP Server APACHE 2.4  

DB Server Mysql 5.1  

PH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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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程式系統架構 

(一) Software Block Diagram 

 

圖 7 應用程式系統軟體架構圖 

 

(二) 軟體的授權及開發工具 

1.  開發工具：Adobe Dreamweaver CS5 

2.  測試工具：採用的工具以及可以提供的測試數值種類。 

(1) 弱點掃描：accunetix 

A.  結合弱點掃描及源碼檢測 

B.  完整支援 HTML5 自動化掃描受密碼保護之區域 

C.  防範 Google Hacking 

D.  自動辨識自定義錯誤頁 

(2) 壓力測試：JMeter 

JMeter 可模擬在服務器、網路或者其他對象上附加高負載，以測試他

們提供服務的受壓能力，或者分析他們提供的服務在不同負載條件下的總

性能情況。 

可利用 JMeter 提供的圖形化界面，分析性能指標或者在高負載情況，

下測試服務器/腳本/對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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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開發與部屬 

 

圖 8 系統開發與部屬流程圖 

 

附錄九、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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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案執行說明[Project Approach Overview ] 

一、 專案管理方法論 

依本案特性，本提案書依 PMI 的專案管理知識體系（PMBOK）中的九大知

識領域，將本專案的管理方法分述如下： 

(一) 整合管理(Integration Management)： 

配合瀑布模式之方法論，在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開發、系統測試、

系統上線、驗收等六個階段，分別進行一次需求與功能的核對，以確保開發投

入與使用者需求之一致性，讓本案在功能、成本、時間與風險之間平衡之狀態

下完成。 

(二) 範疇管理(Scope Management)： 

在系統分析階段完成後，即完成本案確定的專案範疇。若有額外衍生之需

求發生，若不影響專案成本與時程，則廠商會盡力配合；但若會專案成本與時

程會造成影響，則採風險管理中定義的方式處置。 

(三) 時間管理(Time Management)： 

本案之時程規畫如後續章節所述。在管理上，採每兩週至少匯報一次進度

之方式進行。若遇時程延誤，則於當週立即完成協調與人力調配，以確保上線

時程不受影響。 

(四) 成本管理(Cost Management)： 

本案所需之採購軟體，已明列於報價單。若有額外衍生之費用，除雙方另

有議定外，成本由廠商負責。 

(五) 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 

本案之系統交付，需達成 RFP 所列之品質要求，相關測試成本於規畫於報

價與時程規畫內。遇品質不符之情況，由廠商負責進行系統調校，以完成專案

要求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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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本案範圍內之功能與品質要求中，由廠商負責完成的部分，其所需之人力

由廠商自行調配，必要時得尋求外部第三方公司之支援，但費用由廠商負責支

出。 

(七) 溝通管理(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每兩週進一次專案會議，以進行專案溝通。 

(八)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在專案期間之任何需求異動，均需以書面進行變更的申請與核准，需有客

戶與廠商雙方專案經理簽名同意者，方可進行功能變更。若發生變更範圍過大，

會影響上線時程者，則由雙方另於專案會議中協調處置方式。 

(九) 採購管理(Procurement Management)： 

本案所使用之軟體與插件，由廠商進行購置與準備；硬體與作業系統則由

客戶負責購置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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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計畫及時程 

(一) 資訊作業支援平台之規劃及建置應依「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

發與維護注意事項」辦理。  

(二) 於 107 年 1 月底前完成資訊作業系統規格說明書。 

(三) 於 107 年 8 月底前完成資訊作業支援平台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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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案交付與預期效益 

(一) 系統交付 

1.  本平台正式站所需之硬體、作業系統由經濟部水利署依專案規格準備，

衍生之相關費用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安排，本規格不含硬體與作業系統

之採購費用。 

2.  作業系統安裝完成後，本中心負責相關系統軟體環境的設置資料提供，

由經濟部水利署進行設定之執行。 

3.  系統軟體環境安裝完成後，由本中心提供本專案範圍內完成之開發程式，

由經濟部水利署進行軟體部署。 

4.  本中心所開發之軟體功能，將同時交付原始碼，並上傳至 SVN。 

5.  本案使用者畫面中所用到的圖案、畫面行為操作元件，由經濟部水利署

另行提供者，使用版權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提供。 

(二) 文件與教育訓練交付 

1.  本中心負責本案規範內之文件撰寫與提供，並另議定時間進行系統維運

與操作之教育訓練各乙場。 

(三) 保固方法 

1.  本中心提供系統完成所有驗收程序後 1 年內為保固期，保固期間將提供

免費之保固服務。 

2.  維運服務範圍包括：本平臺中所使用擴充元件的版本升級評估與進行、

系統環境設置問題之疑難排除、軟體功能之除錯、經濟部水利署內部使

用者之系統操作疑難排除。 

3.  本平臺於移交後驗收後，若必要時，得經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另行針

對大幅異動的功能修改提出報價，經濟部水利署得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

規定，採重新進行另案發包之方式進行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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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專案驗收與交付[Project Acceptance] 

一、 文件交付 

本計畫結案時，廠商需提供下列文件紙本 1 份以及電子檔案 1 份： 

(一) 成果報告書。 

(二) 需求規格書。 

(三) 設計規格書。 

(四) 測試計畫書。 

(五) 測試報告書。 

(六) 系統操作手冊。 

(七) 原始程式碼光碟(依契約書規定交付)。 

以下項目本資訊作業系統中並未包含，故於本計畫結案時，將不予檢附： 

(八) 系統執行檔光碟(如有，應予交付)。 

(九) 附加軟體、元件光碟(如有，應予交付)。 

(十) 軟體使用授權文件(如有，應予交付)。 

(十一) 地理資訊成果資料 (如有，應依「水利署及所屬機關地理資訊圖資管理

作業規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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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訓練與系統移轉 

應於系統安裝驗收合格後，配合協助訓練本系統之操作人員，提供乙次(4

個工作時數以內)之技術指導與諮詢講解；並針對開發架構部份，提供系統人員

乙次(4 個工作時數以內)的教育訓練 

(一) 合約標的物經濟部水利署辦公室一處安裝。 

(二) 於系統驗收完成前提供專案技術服務窗口，以負責系統驗收的系統保固維

護工作；如需更換，應於一個月前通知本中心。 

(三) 系統安裝驗收合格條件為： 

1.  程式之撰寫須符合系統需求規格書之設計。 

2.  各功能皆正常運作且資料之運算及其結果均正確，報表之格式及內容皆

符合設計格式且正確。 

3.  各功能應具備一般可接受之專業及技術水準，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

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四) 操作手冊及設計文件於本系統功能全部完成驗收後更新。 

(五) 將所開發系統之原始程式及更新後之系統文件電子媒體交付。 

(六) 系統導入驗收： 

(七) 系統導入驗收合格條件為：系統正常上線後各功能皆已正常運作且資料之

運算及其結果均正確，報表之格式及內容皆符合設計格式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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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固服務 

(一) 保固期間： 

本系統完成所有驗收程序後 1 年內為保固期，保固期間將提供免費之保固服

務。 

(二) 保固範圍： 

保固期間內，本中心應就本資訊平台系統設計報告書及驗收文件所載內容，

提供免費之服務。但於驗收後，若經濟部水利署所提出之需求超出系統設計報告

書範圍者，且有較大之變更，得經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另行針對大幅異動的功

能修改提出報價，經濟部水利署得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採重新進行另案發

包之方式進行修正維運，其超出系統設計報告書範圍新增部分之權利義務，亦適

用本規劃說明書之規定。 

(三) 在主機環境正確的條件之下，本中心負責回復網站正常功能及運作，經濟

部水利署應定期視需要自行備份資料庫及相關網站資料，本中心需提供技

術協助進行救援回覆。 

(四) 經濟部水利署自行修改之部分不在保固範圍之內。 

(五) 保固維護期內，本中心將提供下列之技術諮詢及服務工作： 

1.  資料之傳輸、管理及整合之技術諮詢。 

2.  系統更新或擴充之技術支援。 

3.  系統問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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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專案驗收清單[Project Compliance Check List ]

本案之驗收清單，以表格詳列如下： 

項目 交付日 驗收日 驗收人 驗收結果 

專

案

文

件 

成果報告書 

需求規格書 

設計規格書 

測試計畫書 

測試報告書 

系統操作手冊 

系

統 

系統正式上線營運 

程式原始碼 

課

程 
使用者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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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需求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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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06年暨 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委託服務計畫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 

需求規格說明書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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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符合說明[Requirement Compliance] 

(一)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 

 

圖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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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說明： 

表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說明表 

  項目內容 數量 備     註 

響應 

式 

網頁 

設計 

首、內頁響應式網站視覺風格設計 1 中文繁體版 

計畫概述 4 
前言、計劃緣起、計畫目的、

計畫內容 

案件執行 

前瞻計畫-雨水貯

留系統建設介紹 
1   

進度管考 1 

登入、案件列表、進度管考資

料列表+填寫(依代辦計畫、補

助計畫分類受理與管考) 

諮詢窗口 1 

表單轉 e-mail，發送後寄送至

指定信箱並記錄至後台可供查

詢 

歷年計畫 

效益統計 

計畫介紹 1   

計畫成果 2 
分年度選擇，案件列表+詳細內

容 

效益統計 1 
案件可分年度或依類別統計效

益結果 

雨水貯留 

系統監測 

監測系統介紹 1   

案場即時資訊 1 
串接即時資訊資料顯示，需提

供 API文件 

統計分析 1 
串接統計資料顯示，需提供 API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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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教育教案 

教案介紹 1   

教案下載 1 檔案下載列表 

其他教育資源 1   

案例分享 

雨水回收 

2 案例列表+詳細內容 

其他  

相關聯結 1   

聯絡我們 1 表單轉 e-mail 

最新公告 2 訊息列表+詳細內容 

Q&A問答 2 問題列表+詳細內容 

PHP 

程式 

設計 

案件受理表單記錄資料管理程式 1 

1.後台管理程式+MySQL資料庫

設計 

2.配合水利署「行政透明措施

公開項目表」提供相關統計

資料下載功能 

案件資料管理程式+進度管考功能+

諮詢記錄 

※ 歷年案件、新案件資料建立及

維護相關功能(案件狀態更新) 

※ 進度管考資料管理(工程進度、

相關圖文資料及統計資料)+前台登

入帳號管理 

※ 諮詢記錄資料管理，可轉寄給

處理單位，並可回覆該筆諮詢內容

圖文資料 

※ 可將結案案件轉拋到案例分享

資料中(原結案案件還存在原有案

件管理中) 

1 

檔案下載資料管理程式 1 

案例分享資料管理程式+類別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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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告、Q&A問答資料管理程式 1 

其他 

系統設計與規劃作業及文件  1   

系統弱點掃描及測試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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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06年暨 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委託服務計畫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 

設計規格書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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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規格說明[Requirement Compliance] 

(一)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 

 

圖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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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設計規格與欄位參數設定說明： 

本系統依據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操作需求，進行設計規格整理，並

依其資料庫設計內容進行設計規格與欄位參數設定說明，相關內如下表說明： 

          

admin_ip 允許使用 IP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bigint(20) 否     系統編號  

ip_user varchar(20) 否     使用者 

ip_addr varchar(20) 否     IP_Address  

open char(1) 否   N  開放狀態(Y:開啟/N:關閉)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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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_sys_log 系統維護紀錄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bigint(20) 否     系統編號  

sys_type varchar(40) 是     權限名稱 

maintain_type varchar(20) 是     頁面類型 

ip_addr varchar(20) 是     IP_Address  

user_id int(11) 是     使用者 Id->member.id  

user_name varchar(20) 是     使用者名稱  

user_account varchar(20) 是     使用者帳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mark text 是     LOG 紀錄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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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_canton 鄉鎮市區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0) 否     系統編號  

open char(1) 是   Y  開放狀態(Y:開放 / N:關閉)  

index_id int(10) 是   100  索引值 

canton_name varchar(40) 是     鄉鎮市區名稱 

zip_code varchar(10) 是     郵遞區號  

city_id int(10) 是   0 縣市 area_city -> id  

longitude double(12,6) 是     經度  

latitude double(12,6) 是     緯度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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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_city 縣市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0) 否     系統編號  

open char(1) 是   Y  開放狀態(Y:開放 / N:關閉)  

index_id int(10) 是   100  索引值 

city_name varchar(40) 是     縣市名稱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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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apply 案件審核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audit_status char(1) 是 Y 
審核狀態(1:待審/2:審核通過

/3:審核不通過) 

audit_datetime datetime 是   審核日期時間 

audit_description text 是   審核說明 

contact_unit varchar(60) 是   洽辦單位 

city_id int(11) 是   縣市 area_country->id 

case_name varchar(60) 是   案件名稱 

case_number varchar(120) 是   案件流水號 

case_type char(1) 是   案件類型 

approve_price int(11) 是   核定金額 

actual_price int(11) 是   106~107 實需金額 

unit_city_id int(11) 是   單位地址-縣市 area_city->id 

unit_canton_id int(11) 是   
單位地址-鄉鎮市區 

area_country->id 

unit_zip varchar(6) 是   單位地址-郵遞區號 

unit_address varchar(120) 是   單位地址-詳細地址 

undertake varchar(40) 是   承辦人 

undertake_tel varchar(30) 是   承辦人電話 

undertake_mail varchar(60) 是   承辦人 E-mail 

design_package_date date 是   設計發包日期 

design_complete_date date 是   設計完成日期 

eng_package_date date 是   工程發包日期 

eng_start_date date 是   工程預計開工日 

eng_end_date date 是   工程預計完工日 

expected_schedule int(11) 是   預定進度(%) 

schedule_description text 是   請款進度說明 

eng_name varchar(40) 是   工程名稱 

eng_number varchar(80) 是   工程編號 

eng_executive_agency varchar(80) 是   工程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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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varchar(80) 是   對應部會 

apply_file varchar(120) 是   計畫申請書 

apply_funds int(11) 是   請款經費(元) 

already_apply_funds int(11) 是   已請金額 

next_apply_funds int(11) 是   下次預計請領金額 

eng_cost int(11) 是   工程費(元) 

contractor varchar(80) 是   承包廠商 

eng_city_id int(11) 是   工程地點-縣市 area_city->id 

eng_canton_id int(11) 是   
工程地點-鄉鎮市區 

area_canton->id 

eng_zip varchar(6) 是   工程地點-郵遞區號 

eng_address varchar(120) 是   工程地點-詳細地址 

eng_description varchar(255) 是   工程概要說明 

supervision_unit varchar(80) 是   監造單位 

remark text 是   備註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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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level1 案件分類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否   建立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_status char(1) 是   開放狀態(Y:開放/N:不開放) 

index_id int(11) 是 100 索引 

case_name varchar(120) 是   分類名稱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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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management 案件管理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year int(11) 是     年度 

audit_status char(1) 是     
審核狀態(1:待審/2:審核通過

/3:審核不通過) 

audit_datetime datetime 是     審核日期時間 

audit_description text 是     審核說明 

case_level1_id int(11) 是   0 
分享案件(0:不分享

/?:case_level1->id) 

case_status char(1) 是   1 案件狀態(1:進行中/2:已完工) 

contact_unit varchar(60) 是     洽辦單位 

city_id int(11) 是     縣市 area_country->id 

case_name varchar(60) 是     案件名稱 

case_number varchar(120) 是     案件流水號 

case_type char(1) 是     案件類型 

approve_price int(11) 是     核定金額 

actual_price int(11) 是     106~107 實需金額 

unit_city_id int(11) 是     單位地址-縣市 area_city->id 

unit_canton_id int(11) 是     
單位地址-鄉鎮市區 

area_country->id 

unit_zip varchar(6) 是     單位地址-郵遞區號 

unit_address varchar(120) 是     單位地址-詳細地址 

undertake varchar(40) 是     承辦人 

undertake_tel varchar(30) 是     承辦人電話 

undertake_mail varchar(60) 是     承辦人 E-mail 

package_status char(1) 是   1 
發包狀態(1:尚未發包/2:已發

包) 

expected_schedule_status char(1) 是   1 
預定進度狀態(1:未填完/2:已

填完) 

actual_schedule_status char(1) 是   1 
實際進度狀態(1:未填完/2:已

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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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_package_date date 是     設計發包日期 

design_complete_date date 是     設計完成日期 

eng_package_date date 是     工程發包日期 

eng_start_date date 是     工程預計開工日 

eng_end_date date 是     工程預計完工日 

expected_schedule int(11) 是     預定進度(%) 

schedule_description text 是     請款進度說明 

eng_name varchar(40) 是     工程名稱 

eng_number varchar(80) 是     工程編號 

eng_executive_agency varchar(80) 是     工程執行機關 

department varchar(80) 是     對應部會 

eng_exam varchar(120) 是     工程進度管考 

rainwater_use varchar(120) 是     雨水使用 

rainwater_replace varchar(120) 是     雨水替代 

carbon_reduction varchar(120) 是     減碳效益 

apply_file varchar(255) 是     計畫申請書 

apply_funds int(11) 是     請款經費(元) 

already_apply_funds int(11) 是     已請金額 

next_apply_funds int(11) 是     下次預計請領金額 

eng_cost int(11) 是     工程費(元) 

contractor varchar(80) 是     承包廠商 

eng_city_id int(11) 是     工程地點-縣市 area_city->id 

eng_canton_id int(11) 是     
工程地點-鄉鎮市區 

area_canton->id 

eng_zip varchar(6) 是     工程地點-郵遞區號 

eng_address varchar(120) 是     工程地點-詳細地址 

eng_description varchar(255) 是     工程概要說明 

supervision_unit varchar(80) 是     監造單位 

remark text 是     備註 

eng_actual_start_date date 是     工程實際開工日期 

eng_actual_end_date date 是     工程實際完成日期 

completed_pic varchar(255) 是     竣工圖說 

budget_table varchar(255) 是     預算表 

results_report varchar(255) 是     成果報告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590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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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picture 案件圖片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type char(1) 是     
所屬的圖片集(1:實際進度填

報/2:竣工照片/3:問題發問) 

main_id int(11) 是     所屬主表 id 

pricture varchar(255) 是     檔案名稱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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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question 案件問題發問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case_id int(11) 是  案件 ID case_management->id 

identity char(1) 是  發問者身分(1:廠商/2:管理員) 

name varchar(60) 是  發問人姓名 

email varchar(120) 是  發問人信箱 

question_content text 是  問題內容 

reply_status char(1) 是 1 回覆狀態(1:未回覆/2:已回覆) 

reply_name varchar(60) 是  回覆者 

reply_question text 是  回覆內容 

transfer_status char(1) 是 1 
移轉至常見問題(1:未移轉/2:

已移轉)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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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_schedule 案件預計開工結束日期階段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case_id int(11) 是    case_management -> id  

index_id int(11) 是    日期順序  

start_date date 是    開始日期  

end_date date 是    結束日期  

expected_schedule int(11) 是    預定進度  

actual_schedule int(11) 是    實際進度  

actual_status char(1) 是  1  
實際進度修改狀態(1:未修改

/2:已修改)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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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min 模組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 char(1) 是  Y  開放狀態(Y:開放/N:關閉)  

open_admin char(1) 是  N  
管理員使用(Y:勾選/N:未勾

選)  

name varchar(255) 是    模組名稱  

name_syntax varchar(40) 是    模組代碼  

index_id int(11) 是  100  索引值  

level1_id int(11) 是    
後台模組分類 id 

fadmin_level1->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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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min_level1 模組分類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id  

index_id int(11) 是    索引  

level1_name varchar(120) 是    分類名稱  

url_name varchar(60) 是   連結位置 

level1_id int(10) 是   選單第一階 menu_level ->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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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_download 檔案下載管理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id  

open char(1) 是  N  開放狀態  

index_id int(11) 是  100  順序  

title varchar(255) 是   標題  

file varchar(255) 是   檔案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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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1_check 模組第一階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fadmin_id int(11) 是    模組 id fadmin->id  

level1_id int(11) 是    
第一階分類 id menu_level1-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598



level2_check 模組第二階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fadmin_id int(11) 是    模組 id fadmin->id  

level2_id int(11) 是    
第二階分類 id menu_level2-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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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_queue 待發送信件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時間  

lock_datetime datetime 是    鎖定日期/時間  

locked char(1) 是  N  
鎖定發送(Y:鎖定 / N:未鎖

定)  

from_name varchar(40) 是    寄件者姓名  

from_mail varchar(255) 是    寄件者信箱  

to_name varchar(40) 是    收件者姓名  

to_mail varchar(255) 是    收件者信箱  

bcc_mail varchar(255) 是    密件副本(利用逗號分隔)  

subject varchar(160) 是    主旨  

mail_con text 是    郵件內容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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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管考人員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0)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_state char(1) 是  Y  開放狀態(Y:啟用/N:停用)  

name varchar(60) 是    管理員名稱  

user_name varchar(20) 是    管理員帳號  

user_pw varchar(40) 是    管理員密碼  

tel varchar(30) 是    聯絡號碼  

m_tel varchar(30) 是    手機號碼  

email varchar(120) 是    電子信箱  

remark text 是    備註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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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管理員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0)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時間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_state char(2) 是  Y  開放狀態(Y:啟用/N:停用)  

mem_level char(2) 是  A  管理員等級  

name varchar(60) 是    管理員名稱  

user_name varchar(20) 是    管理員帳號  

user_pw varchar(40) 是    管理員密碼  

tel varchar(30) 是    聯絡號碼  

m_tel varchar(30) 是    手機號碼  

email varchar(120) 是    電子信箱  

remark text 是    備註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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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_admin 管理員使用模組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member_id int(11) 是    管理員 member -> id 

fadmin_id int(11) 是    模組 fadmin ->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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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_level1 選單第一階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index_id int(11) 否  100  索引值 

level1_name varchar(80) 是    名稱 

url_name varchar(60) 是    連結位置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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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_level2 選單第二階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index_id int(11) 是  10  索引值 

level2_name varchar(80) 是    名稱 

url_name varchar(60) 是    連結位置 

level1_id int(10) 是    選單第一階 menu_level -> id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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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_level1 第一階管理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_status char(1) 是    開放狀態(Y:開放/N:不開放)  

index_id int(11) 是  100  順序  

level1_name varchar(120) 是    第一階名稱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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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_level2 第二階管理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open_status char(1) 是   開放狀態(Y:開放/N:不開放)  

index_id int(11) 是  100  順序  

level1_id int(11) 是  
頁面第一階 id page_level1 -> 

id  

level2_name varchar(120) 是   第二階名稱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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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_management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管理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level1_id int(11) 是    
頁面第一階 id page_level1 -> 

id  

level2_id int(11) 是    
頁面第二階 id page_level2 -> 

id  

index_id int(11) 是    順序  

open_status char(1) 是    開放狀態(Y:上架/N:下架)  

subject varchar(255) 是    標題  

con text 是    內容  

index_check char(1) 是  N  
顯示於首頁(Y:顯示/N:不顯

示)  

brief varchar(255) 是    簡述  

picture varchar(80) 是    圖片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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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 管理員等級 

欄位 資料形態 
空

值 
預設 註解 

id int(11) 否   系統編號  

reg_datetime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reg_admin_id int(11) 是   建立者 member -> id  

update_datetime datetime 是   更新日期  

update_admin_id int(11) 是   更新者 member -> id  

kind varchar(10) 是   管理員類型  

mem_level char(1) 是   管理員等級  

level_describe varchar(60) 是   等級說明  

索引 

鍵名 類型 
唯

一 

關聯

性 
欄位 

PRIMARY BTREE 是 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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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項目

本測試作業包含前台與後台的功能測試，測試項目與內容如下表：

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1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新增 

2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修改 

3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查詢 

4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匯出查詢結果 

5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刪除 

6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密碼修改 

7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查詢 

8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匯出查詢結果 

9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刪除查詢結果 

1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新增 

1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修改 

12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查詢 

13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刪除 

14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新增 

15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修改 

16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查詢 

17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刪除 

18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新增 

19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修改 

2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查詢 

2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刪除 

22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新增 

23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修改 

24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查詢 

25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刪除 

26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新增 

27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修改 

28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查詢 

29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刪除 

30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31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32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查詢 

33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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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34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新增   

35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修改   

36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查詢   

37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刪除   

38 後台 案件管理 新增     

39 後台 案件管理 查詢     

40 後台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41 後台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42 後台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43 後台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44 後台 案件管理 問題發問     

45 後台 案件管理 是否分享案件     

46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案件詳細   

47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回覆 

48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刪除 

49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移轉 

50 前台 首頁 最新消息公告     

51 前台 首頁 Q&A問答     

52 前台 節水教育教案 教案下載     

53 前台 案例分享 列表     

54 前台 案例分享 查詢     

55 前台 案例分享 詳細     

56 前台 最新公告 列表     

57 前台 最新公告 查詢     

58 前台 最新公告 詳細     

59 前台 Q&A問答 列表     

60 前台 Q&A問答 查詢     

61 前台 Q&A問答 詳細     

62 前台 聯絡我們       

63 前台 案件執行 登入(管考人員)     

64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申請     

65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66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67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68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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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69 前台 排程       

70 前台 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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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測試計畫 

本測試作業的計畫與方法說明內容如下表： 

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1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管

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2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管

理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3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管

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4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管

理 

匯出

查詢

結果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匯出查詢結果」 1.確認匯出的欄位內容是否正確 

5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管

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6 
後

台 

權限

模組 

管理

員密

碼修

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2.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登出 

2.使用修改後的密碼進行登入 

7 
後

台 

權限

模組 

系統

維護

紀錄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8 
後

台 

權限

模組 

系統

維護

紀錄 

匯出

查詢

結果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匯出查詢結果」 1.確認匯出的欄位內容是否正確 

9 
後

台 

權限

模組 

系統

維護

紀錄 

刪除

查詢

結果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刪除查詢結果」 1.確認是否正確刪除目前列表中查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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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10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一

階管

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11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一

階管

理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12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一

階管

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13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一

階管

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最新消息和常見

問題無法被刪除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14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二

階管

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15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二

階管

理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16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二

階管

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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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17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第二

階管

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18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最新

公告

及常

見問

題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19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最新

公告

及常

見問

題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20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最新

公告

及常

見問

題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21 
後

台 

公告

及問

題模

組 

最新

公告

及常

見問

題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22 
後

台 

檔案

下載

管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23 
後

台 

檔案

下載

管理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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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24 
後

台 

檔案

下載

管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25 
後

台 

檔案

下載

管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26 
後

台 

管考

人員

管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27 
後

台 

管考

人員

管理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28 
後

台 

管考

人員

管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29 
後

台 

管考

人員

管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30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審核 
審核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審核」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目前欄位皆必填，如有需要增減在額外提

供需必填欄位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當審核狀態設定為「審核通過」或「審核不通

過」將送出無法再進行修改 

3.當審核狀態設定為「審核通過」，將新增一筆

資料至「案件模組」->「案件管理」中 

31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審核 
審核   1.承上步驟 

1.承上步驟 

2.當審核狀態設定為「審核通過」或「審核不通

過」系統將寄發通知信給承辦人 

3.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dule/mail_queue.php」貼上並點選 Enter  

1.確認該承辦人信箱是否有收到通知信 

 

備註:目前信件內容皆為範例，如需調整內容請再

提供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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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32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審核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3.點選頁籤「全部」、「待審」、「審核不通

過」、「審核通過」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2.確認列表內容使否依照所點選頁籤做篩選 

33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審核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34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分類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35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分類 
修改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修改」按鈕圖示 

2.修改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修改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36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分類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37 
後

台 

案件

模組 

案件

分類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38 
後

台 

案件

管理 
新增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畫面右上方「新增」按鈕圖示 

2.輸入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詳細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39 
後

台 

案件

管理 
查詢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設定查詢條件 

2.點選「查詢」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查詢條件顯示 

40 
後

台 

案件

管理 

發包

狀態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發包狀態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或「確定並填

寫預定進度」按鈕圖示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點選「確定並填寫預定進度」有正確轉向

至「案件模組」->「案件管理」->「預定進度」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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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41 
後

台 

案件

管理 

預定

進度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當發包後才能填

報，填報完後只能查

看 

1.點選列表預定進度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合計需 100%才能送出 

3.確認階段日期區間是否正確 

4.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階段日期產生規則: 

根據發包時設定的「工程預計開工日期」和「工

程預計完工日期」，每一階段只有一週(週一到週

日) 

42 
後

台 

案件

管理 

進度

填報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當預定進度填完

後才能填報，填報完

後只能查看 

1.點選列表進度填報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當所有實際進度皆設定時將無法再進行修

改 

 

1.當所有實際進度皆填滿時，確認合計需 100%才

能送出 

2.確認階段日期區間是否正確 

3.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階段日期產生規則: 

根據發包時設定的「工程預計開工日期」和「工

程預計完工日期」，每一階段只有一週(週一到週

日) 

43 
後

台 

案件

管理 

完工

填報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當預定進度填完

後才能填報，填報完

後只能查看 

1.點選列表完工填報欄位「填報」 

2.填寫資料 

3.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送出後將無法再修改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列表案件狀態，變成「已完工」 

3.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附錄十二、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測試計畫書及測試報告書

623



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44 
後

台 

案件

管理 

問題

發問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問題發問欄位「發問」 

2.填寫資料 

3.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詳細」->「問題集」，確認是否新增一

筆問題記錄 

45 
後

台 

案件

管理 

是否

分享

案件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完工後才能設定 

1.選擇列表是否分享案件 

1.確認選單內容來源是否為「案件模組」->「案

件分類」中開放的資料 

2.設定完後，至前台

「http://rain.julyinfo.com/share_list.php」確認

該案件是否顯示在該分類中 

46 
後

台 

案件

管理 
詳細 

案件

詳細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填寫資料 

2.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點選列表詳細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正確 

47 
後

台 

案件

管理 
詳細 

問題

集 
回覆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回覆」按鈕圖示 

2.填寫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3.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4.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dule/mail_queue.php」貼上並點選 Enter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進入回覆頁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否

皆正確 

3.確認發問人是否有收到回覆信 

 

備註:目前信件內容皆為範例，如需調整內容請再

提供文案 

備註:如無發問者姓名或信箱將不發信 

48 
後

台 

案件

管理 
詳細 

問題

集 
刪除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1.點選列表右方「刪除」按鈕圖示 1.確認該筆資料被刪除 

49 
後

台 

案件

管理 
詳細 

問題

集 
移轉 

1. 以管理員帳號登入

後台 

 

備註:回覆完才能設定 

1.點選列表是否移轉至常見問題欄位「移轉」 

2.系統會將發問內容帶入主題，回覆內容帶入內

容 

3.填寫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4.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1.至「公告及問題模組」->「最新公告及常見問

題」確認剛剛移轉的資料是否正確 

50 
前

台 
首頁 

最新

消息

公告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公告及問題模組=>公告

及常見問題=>第一階為「最新公告」、有開放、

有顯示首頁、順序最前面的 4 筆資料 

2.點選後確認正確轉向至詳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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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51 
前

台 
首頁 

Q&A

問答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公告及問題模組=>公告

及常見問題=>第一階為「常見問題」、有開放、

有顯示首頁、順序最前面的 4 筆資料 

2.點選後確認正確轉向至詳細頁 

52 
前

台 

節水

教育

教案 

教案

下載 
    

1.進入網站前台 

1.點選檔案下載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檔案下載管理=>有開放

的資料 

2.確認下載的檔案是否正確 

53 
前

台 

案例

分享 
列表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案件模組=>案件管理

=>有設定分享的資料 

54 
前

台 

案例

分享 
查詢     

1.進入網站前台 1.設定搜尋條件 

2.點選「搜尋」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搜尋條件顯示 

55 
前

台 

案例

分享 
詳細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56 
前

台 

最新

公告 
列表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公告及問題模組=>最新

公告及常見問題=>第一階為「最新公告」且有開

放的資料 

57 
前

台 

最新

公告 
查詢     

1.進入網站前台 1.點選「全部」、「活動花絮」、「轉知訊息」

等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所點選類別顯示 

58 
前

台 

最新

公告 
詳細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59 
前

台 

Q&A

問答 
列表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來源為後台=>公告及問題模組=>最新

公告及常見問題=>第一階為「常見問題」且有開

放的資料 

60 
前

台 

Q&A

問答 
查詢     

1.進入網站前台 1.點選「全部」、「關於雨水」、「關於中水」

等按鈕圖示 
1.確認列表內容是否依照所點選類別顯示 

61 
前

台 

Q&A

問答 
詳細     

1.進入網站前台 
  1.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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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62 
前

台 

聯絡

我們 
      

1.進入網站前台 1.填寫資料(帳號或大名、E-mail、電話、內

容、驗證碼為必填欄位) 

2.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送出」按鈕圖示 

3.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dule/mail_queue.php」貼上並點選 Enter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管理員是否有收到聯絡我們通知信 

63 
前

台 

案件

執行 

登入

(管考

人員) 

    

1.進入網站前台 

2.未登入狀態 
1.輸入帳號密碼 

2.點選「登入」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可登入帳號為後台=>管考人員管理=>啟用

的帳號 

64 
前

台 

案件

執行 

案件

申請 
    

1.進入網站前台 

2.已登入 

 

備註:登入身分必須為

機關人員才可進行申

請 

1.輸入資料 

2.輸入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3.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dule/mail_queue.php」貼上並點選 Enter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後台案件模組=>案件審核，是否新增一筆

申請資料 

3.確認管理員是否收到案件申請通知信 

65 
前

台 

案件

執行 

案件

管理 

發包

狀態 
  

1.進入網站前台 

2.已登入 

 

備註:登入身分必須為

機關人員才可進行填

報，管考人員只可以

查看 

1.點選列表發包狀態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或「確定並填

寫預定進度」按鈕圖示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點選「確定並填寫預定進度」有正確轉向

至「案件管理」->「預定進度」頁 

66 
前

台 

案件

執行 

案件

管理 

預定

進度 
  

1.進入網站前台 

2.已登入 

 

備註 1:登入身分必須

為機關人員才可進行

填報，管考人員只可

以查看 

1.點選列表預定進度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合計需 100%才能送出 

3.確認階段日期區間是否正確 

4.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階段日期產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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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備註 2:當發包後才能

填報，填報完後只能

查看 

根據發包時設定的「工程預計開工日期」和「工

程預計完工日期」，每一階段只有一週(週一到週

日) 

67 
前

台 

案件

執行 

案件

管理 

進度

填報 
  

1.進入網站前台 

2.已登入 

 

備註 1:登入身分必須

為機關人員才可進行

填報，管考人員只可

以查看 

備註 2:當預定進度填

完後才能填報，填報

完後只能查看 

1.點選列表進度填報欄位「填報」 

2.修改資料 

3.修改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當所有實際進度皆設定時將無法再進行修

改 

 

1.當所有實際進度皆填滿時，確認合計需 100%才

能送出 

2.確認階段日期區間是否正確 

3.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階段日期產生規則: 

根據發包時設定的「工程預計開工日期」和「工

程預計完工日期」，每一階段只有一週(週一到週

日) 

68 
前

台 

案件

執行 

案件

管理 

完工

填報 
  

1.進入網站前台 

2.已登入 

 

備註 1:登入身分必須

為機關人員才可進行

填報，管考人員只可

以查看 

備註 2:當預定進度填

完後才能填報，填報

完後只能查看 

1.點選列表完工填報欄位「填報」 

2.填寫資料 

3.填寫完後點選畫面下方「確定」按鈕圖示 

 

備註:送出後將無法再修改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1.必填欄位未填寫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2.確認列表案件狀態，變成「已完工」 

3.點選列表查看確認，剛剛所設定的欄位內容是

否皆正確 

69 
前

台 
排程       

1.進入網站前台 
1.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1.當所有案件中「工程預計開工日期」已開始，

但尚未填寫預定進度，系統將發送通知信給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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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編

號 

測

試

位

置 

(前

/

後

台) 

第一

階 

第二

階 

第三

階 

第四

階 
前置作業 測試的操作步驟詳述 期望測試結果說明 

dule/expected_schedule_expired.php」貼上

並點選 Enter  

人和管理員，確認承辦人和管理員是否有收到通

知信 

70 
前

台 
排程       

1.進入網站前台 1.開起瀏覽器，將該網址

「http://rain.julyinfo.com/system_info/sche

dule/actual_schedule_expired.php」貼上並

點選 Enter  

1.當所有案件中實際進度內，日期超過該階段最

後一天，尚未填寫實際進度，系統將發送通知信

給承辦人和管理員，確認承辦人和管理員是否有

收到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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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報告 

本系統平台與建置完成後，共進行兩次測試，包含初測與複測，初測過程中若有狀況，必須予以紀

錄與同時進行排除，完成後須於複測時再次進行測試無誤，才能算是功能設置完成。 

3.1.初測結果 

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測試日期 

電腦版 

測試結果 

手機版 

測試結果 

嚴重 

程度 

測試人員 

姓名 
問題說明 

1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匯出查詢結果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5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6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密碼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7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8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匯出查詢結果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9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刪除查詢結果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2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3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4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5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6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7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8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19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2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3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4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5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6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7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8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29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0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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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測試日期 

電腦版 

測試結果 

手機版 

測試結果 

嚴重 

程度 

測試人員 

姓名 
問題說明 

31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2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3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4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5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修改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6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7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8 後台 案件管理 新增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39 後台 案件管理 查詢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0 後台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1 後台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2 後台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3 後台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4 後台 案件管理 問題發問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5 後台 案件管理 是否分享案件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6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案件詳細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7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回覆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8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刪除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49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移轉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50 前台 首頁 最新消息公告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1 前台 首頁 Q&A問答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2 前台 節水教育教案 教案下載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3 前台 案例分享 列表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4 前台 案例分享 查詢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5 前台 案例分享 詳細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6 前台 最新公告 列表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7 前台 最新公告 查詢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8 前台 最新公告 詳細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59 前台 Q&A問答 列表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0 前台 Q&A問答 查詢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1 前台 Q&A問答 詳細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2 前台 聯絡我們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3 前台 案件執行 登入(管考人員)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4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申請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5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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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測試日期 

電腦版 

測試結果 

手機版 

測試結果 

嚴重 

程度 

測試人員 

姓名 
問題說明 

66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7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8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2018/08/15 成功 成功 --- 顏士軒 無 

69 前台 排程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70 前台 排程       2018/08/15 成功   --- 顏士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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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複測結果 

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複測日期 

複測人員 

姓名 

電腦版 

複測結果 

手機版 

複測結果 
複測問題說明 

1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匯出查詢結果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5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管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6 後台 權限模組 管理員密碼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7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8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匯出查詢結果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9 後台 權限模組 系統維護紀錄 刪除查詢結果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2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3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一階管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4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5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6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7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第二階管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8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9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0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1 後台 公告及問題模組 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2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3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4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5 後台 檔案下載管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6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7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8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29 後台 管考人員管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0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1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審核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2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3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審核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632



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複測日期 

複測人員 

姓名 

電腦版 

複測結果 

手機版 

複測結果 
複測問題說明 

34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5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修改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6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7 後台 案件模組 案件分類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8 後台 案件管理 新增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39 後台 案件管理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0 後台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1 後台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2 後台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3 後台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4 後台 案件管理 問題發問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5 後台 案件管理 是否分享案件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6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案件詳細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7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回覆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8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刪除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49 後台 案件管理 詳細 問題集 移轉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50 前台 首頁 最新消息公告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1 前台 首頁 Q&A問答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2 前台 節水教育教案 教案下載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3 前台 案例分享 列表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4 前台 案例分享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5 前台 案例分享 詳細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6 前台 最新公告 列表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7 前台 最新公告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8 前台 最新公告 詳細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59 前台 Q&A問答 列表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0 前台 Q&A問答 查詢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1 前台 Q&A問答 詳細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2 前台 聯絡我們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3 前台 案件執行 登入(管考人員)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4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申請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5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發包狀態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6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預定進度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7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進度填報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68 前台 案件執行 案件管理 完工填報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成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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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編號 

測試位置 

(前/後台)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複測日期 

複測人員 

姓名 

電腦版 

複測結果 

手機版 

複測結果 
複測問題說明 

69 前台 排程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70 前台 排程       2018/08/22 王冠翔 成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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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測試總結果說明 

版本 

第一次測試 複測 嚴重程度 

應測 成功 失敗 未測 應測 成功 失敗 高 0 

電腦版 70 70 0 0 70 70 0 中 0 

手機版 19 19 0 0 19 19 0 低 0 

項目總數 89 89 0 0 89 89 0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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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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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06年暨 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委託服務計畫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 

系統操作手冊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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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5

2. 權限模組設定 6

2.1.管理員管理 6 

2.1.1.新增 7 

2.1.2.修改 9 

2.1.3.刪除 10 

2.1.4.查詢 11 

2.1.5.匯出 12 

2.2.密碼修改 13 

2.3.系統維護紀錄 14 

2.3.1.查詢 15 

2.3.2.匯出 17 

2.3.3.刪除 18 

3.公告及問題模組 19

3.1.第一階管理 19 

3.1.1.新增 20 

3.1.2.修改 21 

3.1.3.刪除 22 

3.1.4.查詢 23 

3.2.第二階管理 24 

3.2.1.新增 25 

3.2.2.修改 27 

3.2.3.刪除 28 

3.2.4.查詢 29 

3.3.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管理 30 

3.3.1.新增 31 

3.3.2.修改 33 

3.3.3.刪除 34 

3.3.4.查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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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檔案下載管理 36

4.1.新增 37 

4.2.修改 39 

4.3.刪除 40 

4.4.查詢 41 

4.5.下載 42 

5.管考人員管理 43

5.1.新增 44 

5.2.修改 45 

5.3.刪除 46 

5.4.查詢 47 

6.案件模組 48

6.1.案件審核 48 

6.1.1.審核 49 

6.1.2.刪除 51 

6.1.3.查詢 52 

6.2.案件分類 53 

6.2.1.新增 54 

6.2.2.修改 56 

6.2.3.刪除 57 

6.2.4.查詢 58 

6.3.案件管理 59 

6.3.1.新增 60 

6.3.2.發包狀態 62 

6.3.3.預定進度 63 

6.3.4.進度填報 64 

6.3.5.完工填報 65 

6.3.6.問題發問 66 

6.3.7.詳細 67 

6.3.8.分享 72 

6.3.9.查詢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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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a. Step1: 輸入帳號、密碼後，點選右下角綠框「ENTER」按鈕登入管理中心。

b. Step2: 看到這畫面表示登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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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限模組設定 

 

2.1.管理員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2.1.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2.1.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2.1.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2.1.4.查詢」。 

e. 點選框 5「匯出」後進入「2.1.5.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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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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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ep3: 回到管理員管理頁面，新增的系統管理人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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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登入密碼：若密碼不修改則無須填寫，系統將採用原密碼。 

c. Step３：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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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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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姓名。 

 

 

 姓名: 針對列表中「姓名」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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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匯出 

a. Step1: 點選按鍵「匯出查詢結果」，進入 Step2。 

 

b. Step2: 系統自動下載一份含有資料的 exce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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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密碼修改 

a. Step1: 輸入新的密碼，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2。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b. Step2: 密碼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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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系統維護紀錄 

 

a. 點選框 1「查詢」後進入「2.3.1.查詢」。 

b. 點選框 2「匯出」後進入「2.3.2.匯出」。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2.3.3.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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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姓名/帳號。 

 

 

 

 姓名/帳號: 針對列表中「姓名/帳號」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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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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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匯出 

a. Step1: 點選按鍵「匯出查詢結果」，進入 Step2。 

 

b. Step2: 系統自動下載一份含有資料的 exce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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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刪除 

a. Step1: 點選按鍵「刪除查詢結果」，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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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告及問題模組 

 

3.1.第一階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3.1.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3.1.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3.1.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3.1.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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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備註:新增介面為光箱。 

 

c. 新增完成，進入 Step4。 

 

d. Step4: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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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備註:修改介面為光箱。 

 

c. 修改完成，進入 Step4。 

 

d. Step4: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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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備註: 「最新公告」和「常見問題」為預設值，無法刪除。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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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名稱。 

 

 名稱: 針對列表中「第一階名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660



3.2.第二階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3.2.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3.2.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3.2.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3.2.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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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備註:新增介面為「光箱」。 

 

c. Step3: 完成新增，進入 Step4。 

 

d. Step4: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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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tep5: 可於前台最新消息頁看到新增的資料。 

 

  

附錄十三、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663



3.2.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備註:修改介面為「光箱」。 

 

c. Step3: 修改完成，進入 Step4。 

 

d. Step4: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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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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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名稱。 

 

 

 名稱: 針對列表中「第二階名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666



3.3.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3.3.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3.3.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3.3.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3.3.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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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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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ep3: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d. Step4: 可於前台最新消息頁看到新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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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c. Step3: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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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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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主題。 

 

 

 

 主題: 針對列表中「主題」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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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檔案下載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4.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4.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4.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4.4.查詢」。 

e. 點選框 4「下載」後進入「4.5.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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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c. Step3: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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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tep4: 可於前台教案下載頁看到新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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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c. Step3: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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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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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 針對列表中「檔案名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678



4.5.下載 

a. Step1: 點選紅框「檔案名稱」欄位，進入 Step2。 

 

b. Step2: 系統自動下載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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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考人員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5.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5.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5.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5.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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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c. Step3: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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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登入密碼：若密碼不修改則無須填寫，系統將採用原密碼。 

c. Step3: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106年暨107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682



5.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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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名稱。 

 

 姓名，電子信箱: 針對列表中「姓名」「電子信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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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件模組 

 

6.1.案件審核 

 

a. 點選框 1「修改」後進入「6.1.1.審核」。 

b. 點選框 2「刪除」後進入「6.1.2.刪除」。 

c. 點選框 3「查詢」後進入「6.1.3.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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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審核 

a. Step 1：點選審核按鍵「 」。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備註:當審核通過時，會將案件資料轉入案件管理中。 

 審核狀態為「待審」，表單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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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狀態為「通過」或「不通過」，表單為明細： 

 

 日期：點選「 」來輸入日期。 

 輸入日期，輸入完畢按下確定，完成輸入 

 

c. Step3: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附錄十三、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管理平台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687



6.1.2.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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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查詢 

a. Step1: 輸入要查詢的名稱，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名稱: 針對列表中「案件名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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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案件分類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6.2.1.新增」。 

b. 點選框 2「修改」後進入「6.2.2.修改」。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6.2.3.刪除」。 

d. 點選框 4「查詢」後進入「6.2.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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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有【＊】為必填欄位。 

備註:新增介面為「光箱」。 

 

c. Step3: 完成新增，進入 Step4。 

 

d. Step4: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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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tep5: 可於前台案例分享頁看到新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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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修改 

a. Step 1：點選修改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備註:修改介面為「光箱」。 

 

c. Step3: 修改完成，進入 Step4。 

 

d. Step4: 回查詢頁面，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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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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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名稱。 

 

 名稱: 針對列表中「案件名稱」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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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案件管理 

 

a. 點選框 1「新增」後進入「6.3.1.新增」。 

b. 點選框 2「發包狀態」後進入「6.3.2.發包狀態」。 

c. 點選框 3「預定進度」後進入「6.3.3.預定進度」。 

d. 點選框 4「進度填報」後進入「6.3.4.進度填報」。 

e. 點選框 5「完工填報」後進入「6.3.5.完工填報」。 

f. 點選框 6「問題發問」後進入「6.3.6.問題發問」。 

g. 點選框 7「詳細」後進入「6.3.7.1.案件詳細」。 

h. 點選框 8「分享」後進入「6.3.8.分享」。 

i. 點選框 9「查詢」後進入「6.3.9.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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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新增 

a. Step1: 點選新增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填寫完資料後按下「確定」，進入 Step3。 

備註:所有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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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點選「 」來輸入日期。 

 輸入日期，輸入完畢按下確定，完成輸入 

 

c. Step3: 回到查詢頁面，新增的資料顯示於查詢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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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發包狀態 

a. Step 1：點選紅框「填報」，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或點選「確定並填寫預定進度」進入「6.3.3.預定進度」。 

備註:送出後就無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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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預定進度 

a. Step 1：點選紅框「填報」，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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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進度填報 

a. Step 1：點選紅框「填報」，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 

備註:當所有實際進度皆填寫時，將無法再修改。 

 

 點選「施工現場相片」時，系統將新增一組上傳欄位。 

 

 若要刪除單一欄位，請點選「X」即可刪除該組的上傳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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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完工填報 

a. Step 1：點選紅框「填報」，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 

 

 點選「竣工相片」時，系統將新增一組上傳欄位。 

 

 若要刪除單一欄位，請點選「X」即可刪除該組的上傳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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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問題發問 

a. Step 1：點選紅框「發問」，進入 Step2。 

b. Step２：填寫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 

 

 點選「問題補充資料」時，系統將新增一組上傳欄位。 

 

 若要刪除單一欄位，請點選「X」即可刪除該組的上傳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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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詳細 

6.3.7.1.案件詳細 

a. Step 1：點選詳細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點選「問題集」，進入「6.3.7.2.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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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2.問題集 

 

a. 點選框 1「回覆」後進入「6.3.7.2.1.回覆」。 

b. 點選框 2「移轉」後進入「6.3.7.2.2.移轉」。 

c. 點選框 3「刪除」後進入「6.3.7.2.3.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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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2.1.回覆 

a. Step 1：點選回覆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２：填寫完後點選「確定」回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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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2.2.移轉 

a. Step 1：點選紅框「移轉」，進入 Step2。 

b. Step２：修改欲修改的欄位。修改完後點選「確定」，進入 Step３。 

備註:移轉介面為「光箱」。 

 

c. Step3: 移轉完成。 

 

d. Step4: 移轉後可至「最新公告及常見問題管理」中確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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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2.3.刪除 

a. Step 1：點選刪除按鍵「 」，進入 Step2。 

b. Step2: 點選「確定」後進入 Step3。 

 

c. Step3: 顯示提示訊息，刪除成功。 

 

d. Step4: 資料已從列表中成功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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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分享 

a. Step1: 選定要分享的案件。 

 

b. Step2: 設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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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查詢 

a. Step1: 選定要查詢的選項，或輸入要查詢的名稱。 

 

 關鍵字: 針對列表中「關鍵字」欄位進行關鍵字搜尋，不需輸入完整內容，即可搜尋。 

b. Step2: 設定完成後點選紅框「查詢」。 

 

c. Step3: 顯示查詢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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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審查意見回覆 

 

 

「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施委員

澍育 
1. 請補附項目、進度等之甘特

圖，以便了解其辦理期程。 

2. 在水利署過去所研究辦理的

計畫其效益請再補充，另外

國外已有的案例亦請能略述

一、二。 

3. 資訊平台內之最新公告應具

對閱覽者很重要的一環，建

議以跑馬燈方式來顯示，又

平台由執行單位填列，如執

行單位未能按時或填列內容

不正確，是否有機制管控。 

4. Q&A 的部分建議再就電話

查詢所蒐集之問題臚列之。 

5. 教案的部分已作過大盤點，

並了解網上的缺陷，因此建

議將來在規劃的內容能更具

體，以簡單、明瞭、生動為

主。 
 

1. 謝謝委員的建議，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已收錄在第一章

第六節以及第二章各小節。 

3. 考量跑馬燈之動態訊息容易

造成使用者的視覺疲勞，經

資訊平台版面重新調整後，

已將最新公告之資訊置於首

頁，讓使用者可於第一時間

讀取相關訊息，有需求之使

用者亦可隨時點回首頁或訊

息公告頁面查看相關訊息。

另執行單位填寫內容將由承

辦人員透過現場照片紀錄進

行核對。此外，執行單位若

未能按時填寫時，將由系統

自動發出提醒郵件，進行催

辦動作。 

4. 本平台除登載常見 Q&A

外，另也將針對完成處理之

個案諮詢疑義，進行重新彙

整後刊載至 Q&A。 

5. 課綱盤點後即著手進行教案

撰寫，待教案內容初步完成

後，會更加容易理解課綱所

描述的教學內容。教育推廣

的部分，因教師每年須有四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研習時

數，可透過研習來培訓教師。 
謝委員

勝彥 
1. 雨水貯留之推廣已執行多

年，本計畫預備如何調查過

1. 感謝委員建議，調查之表單

與方式擬定將與本年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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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之成果，建議先研訂評估

之項目及訪查之項目。 

2. 對協助規劃、設計作諮詢之

協助予以贊同，惟對發包、

監工及驗收因涉及行政權之

執行，服務團隊是否可直接

介入，請再考量。 

3. 研究案可以有理想之監視系

統，惟實用上可能佔太大比

例之經費，請考量較為簡易

之方式降低成本外，亦可避

免過分專業，設置單位不易

操作。 

4. 新案選擇之優先順序建議考

量設置單位之需求性，可能

產生之效益、成本等，期中

報告所擇評分之方式(效益

或成本)，實質意義之成分可

較低，請考量。 

5. 效益部分似未被定義，建議

就地區降雨分佈，裝置容

量、運用方式及可提供用水

量、成本等加以考量；一來

可凸顯本計畫之貢獻，二來

可作新案選擇參考之依據。 

6. 法規部分，內政部及部分地

方政府已有規定，請加以蒐

集；另私人企業是否亦可納

入服務對象。 

7. 教育訓練之執行方式請再多

加著墨。 
 

106~107 年申辦案件調查表

單方式雷同，並將配合以電

話、電子郵件，以及必要時

至現地索取相關資料。 

2. 感謝委員提醒，服務團隊將

不介入發包、監工及驗收

等，及其任何代辦單位行政

權之執行等過程。 

3. 遵照辦理。 

4. 本計畫編擬之選擇順序(草

案)原則上是配合縣市政府

提出之需求所研擬供給申辦

案件量過多時之簡易的評估

篩選方式，目前之順序考量

則誠如委員所提將考量設施

設計方式、成本、效益等，

進行評估後給予申辦單位建

議與修改後執行。 

5. 遵照辦理，已於第二次期中

成果中加入成效計算及成果

說明。 

6. 遵照辦理，已酌加入相關文

獻於第二章第二節；另外私

人企業服務團則僅輔以電話

諮詢服務，暫無其他經費補

助或現地設計輔導等服務。 

7. 為輔導署內承辦人員能順利

進行平台系統之操作，本計

畫將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工

作，以協助署內承辦人員可

自行管理、維護系統。其中

包含實際操作系統之承辦人

員與系統安裝維護之網管人

員，本資訊平台於系統安裝

驗收合格後，將配合協助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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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前開人員，各提供乙次(4

個工作時數以內)之技術指

導、諮詢講解，同時提供操

作手冊及設計文件，並將於

本系統功能全部完成驗收後

更新相關文件。 
林委員

志翰 
1. 建議國外雨水貯留利用系統

推動成果中，對於各先進國

家之重要法規與技術成果再

予補充，並請酌予摘錄重要

之成果照片或圖示。 

2. 物聯網技術中對於網路應用

之配合軟硬體設施之限制及

強化連線順暢方式，請強化

說明；示範場域之貯留監測

方式亦可一併構思。 

3. 成果展示平臺之展示內容框

架請再精簡易懂，展示與管

理方式如何整合，操作人員

及使用權限等，請補充說明。 

4. 第五章計畫建置與教育推廣

之內容中，各領域之聯結請

再歸納說明，對於連結強化

水資源知識、態度、能力之

作法及配套請再予補充。 

5. 計畫預期成效，請對重要預

期成果及 KPI 部分，未來建

議作更具體之說明。 

6. 管理平臺系統建議規格之理

由及規劃方式，請補充說明。 

7. 計畫目的述及將透過成果資

訊的展示加強落實雨水貯留

利用之規劃設計，未來請提

出更具體之作法。 

8. 計畫對於各單位佈設監測系

1. 感謝委員建議，已酌收錄相

關國外成果於第二章第一節

各國收錄成果。 

2. 感謝委員建議。將補充說明

物聯網技術以及示範場之監

測方式於後續第三章第三節

中。 

3. 本平台作業介面已簡化操

作，並採直覺性操作，無複

雜性之操作處理；另針對不

同的使用者有不同的登入方

式與功能區隔。 

4. 謝謝委員的建議，目前課綱

盤點為教育推廣之初步步

驟，有關各領域內容與水資

源知識之關聯，將於教案中

呈現。 

5.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加強

計畫執行推動成果說明及雨

水使用推估與監測成效。 

6. 考量系統順暢度採用規格較

高的 8 核 16GB 之規劃，另

考量每個案件除文字紀錄

外，尚需 50 至 100 張的照片

紀錄，假設一張解析度清楚

之照片採 3~5MB 計算，一案

約需 300~500MB，每年 100

案則需 30~50G，目前規劃

300GB 基本上可供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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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方式，請強化說明。 

 

之儲存量。 

7. 本平台將蒐集與紀錄各補助

計畫或代辦計畫之申請計畫

書、竣工照片、竣工圖說、

工程經費決算書、效益說明

等案件資料，並試圖將成功

案例以亮點案例方式進行分

享。 

8. 遵照辦理，監測設施設備佈

設擬訂在本計畫 8 月間開始

實施，將輔以說明配置構

想、方式及規劃型式。 
洪委員

丕振 
1.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推動計畫

已行之有年，將來能夠推廣

應為其研究重點，以避免一

直停留於現階段。 

2. 雨水貯留與屋頂太陽能是否

互相排擠，如何決解請探討  

3. 年節省水量多少與經費請探

討本益比及回收年份。 

4. 本研究一直均為學校尤其是

中小學如何推廣至家庭，以

增加效益。 

5. 雨水豐富時，常為不缺水時

期，如何維持水質以備將來

之用。 

 

1. 感謝委員指導。 

2. 有關屋頂太陽能的毒性物質

析出之問題，商用的太陽能

模組主要可以分成，矽晶類

（單晶、多晶），另一類是

薄膜類，它主要分為非晶

（ Amorphous Si.), CIGS 

( CuInGaSe2)及 CdS 等三

類，而其中毒性顧慮的僅有

CdS 一項，但歐盟、台灣及

日本已禁用。 

3. 感謝委員建議，第二次期中

已增列本年度雨水回收成效

評估方式與項目，請參閱第

三章所述。 

4. 教育推廣之對象，國中小及

高中規劃是透過水資源教案

傳遞節水觀念給學生，大學

以上及社會大眾則是透過節

水百科傳遞，以期由這兩種

管道推廣節水概念至民眾及

其家庭。 

5. 雨水貯留之成效彰顯係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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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雨水量少之地區應設計足

夠之容量設計以減緩補充用

水補水機制，而雨水量多之

區域，則除應以配合設計沉

砂過濾，以及颱洪季節之預

擬排放等，以達到雨水貯集

利用較大之效能。 
王委員

國樑 
1. 報告格式請依本署相關規定

調整，本文中部分文詞仍有

誤植或誤繕，建議執行團隊

再檢討修妥；部分的圖表建

議再檢視調整放大，較清晰

易讀。 

2. 第一章前言請區分計畫緣

起、計畫目標、計畫範圍、

工作項目、工作構想、歷年

成果等節較完整。 

3. 如何將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

動服務團成立的必要性與輔

導成效，建議未來要加強說

明及呈現。 

4. 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示範

計畫相當重要，建議就選定

的代表性加強說明，並建議

相關的監測系統能與智慧水

資源管理加以結合。 

5. 建議應將歷年相關的建置成

果加以標明其空間區位並加

以統計其效能，未來並結合

本次計畫所完成的成果，做

為後續追蹤其成效的基礎資

料。 

6. 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成果展示

管理平台資訊作業支援規劃

及建置，建議相關的各項功

1. 遵照辦理。部分檢索表格因

應資料龐大，僅以小圖顯

示，實際資料將已建構為

EXCEL 資料庫格式，以供查

詢。 

2. 遵照辦理，已增列修改。 

3. 遵照辦理。 

4. 遵照辦理，遴選案場示範地

點及其特色與說明，請參閱

第三章第三節；此外，監測

設施設備佈設擬訂在本計畫

8 月間開始實施，將輔以補

充說明配置構想、方式及規

劃型式。 

5. 遵照辦理。已就目前完工之

各項申辦案件補充為分佈圖

說等方式展現。 

6. 本平台建置規劃採直覺性操

作，無複雜性之操作處理，

現行規劃多採用選單點選，

各案件管考申請則採用一次

性申請資料登打，後續作業

則僅需針對管考部分提送每

周進度與上施工照即可。 

7. 謝謝委員的建議，未來 108

年待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

後，可配合課程安排相關內

容試教以評估結果。雨水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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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具體及操作具務實性

外，相關的平台儘量能活潑

且容易操作，未來能與本署

相關的節約用水平台進行整

合。 

7. 製作節水教育教案，建議未

來應與教育單位研商就相關

程序加以確認，並建議能安

排試教的機會並評估效果；

並建議能將相關的雨水貯留

利用作成生動的懶人包或相

關的動畫，讓一般大眾能易

懂及接受。 

8. 針對本計畫所建置相關的資

料或資訊，未來如何擴大加

值利用，亦建請執行單位要

加以重視，並未來能做具體

及務實的建議。 

9. 就未來相關的雨水貯留利用

後續追蹤成效與稽核等工

作，請執行團隊可以幫忙規

劃如何結合本署 3 個水資源

局及縣市政府或相關單位依

序來進行加以建議，建立可

能的作業程序。 

10. 就本計畫的各項工作，請執

行單位適時就需要，多與本

組相關同仁加以檢討，務必

就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

等加以務實檢討，以利循序

推展。 

留利用也會搭配圖文編撰在

節水百科中。 

8. 遵照辦理，將於期末時「結

論與建議」中研擬提供。 

9. 後續將與經濟部水利署以及

相關承辦單位進行協商討論

辦理方式。 

10. 遵照辦理。 

本署北

區水資

源局 

1. 先前有機關學校電話詢問並

反應不知如何搜尋相關資

訊，經提供網址後，逕為瀏

覽，表示網頁連結途徑有點

1. 平台部分已清楚針對不同的

使用者有不同的登入方式與

功能區隔，未來受補助單位

人員進入平台系統時，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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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等使用上的需求，特別

是申請方式、流程、計畫書

格式下載，能否以便捷的途

徑增設於網頁架構項目內；

報告書第 182 項也就是因應

現況需採滾動式調整及呈

現。 

2. 第一區受理單位新竹市培英

國中已確定撤案，報告書第

28 項請同步修正。 

3. 監測系統規劃與建置係由本

年度 119 件遴選 10 件案例，

即表示其餘受理單位須自行

辦理，期許能在平台上也有

資訊可供參考，以便設備的

布設及數據的回饋  

4. 考量平台的使用者應該針對

各縣市協辦機關資料回傳進

度控管等，及一般民眾實際

了解節水改善，依用途能有

所區隔。 

對案件申請辦理與案件管考

填報等功能進行專案處理。 

2. 遵照辦理，已修正。 

3. 平台除呈現有監測資訊外，

亦會將監測系統架構與組成

方式之資訊提供於平台供參

考。 

4. 本平台已針對不同的使用者

有不同的登入方式與功能區

隔。 
 

本署中

區水資

源局 

1. 建議可加強各位請款流程及

請款文件。 

2. 中區可增加計畫推動說明

會。 

3. 金門縣政府消防局，僅先發

包設計標，工程標預計 7 月

發包，並已向水利署申請展

延同意辦理在案，該資訊與

報告內容有出入，建請修正。 

4. 節水教育課程，各申請學校

雖有於計畫書中說明將列入

課程中辦理，但實際成效無

法得知，建議本團隊追蹤其

辦理情形。 

1. 感謝委員建議。 

2. 遵照辦理，第一次中區說明

會已於 107 年 7 月 13 日辦

理。 

3. 已修正，服務團業已完成該

申辦單位現地輔導。 

4. 謝謝委員的建議，未來本團

隊會持續追蹤節水教案之課

程辦理情形。 

5. 資訊平台設置完成後，其填

報人將為各案件申請單位之

承辦人員，並於填報完成後

由署內負責之同仁或交付之

承辦單位進行相關檢核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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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平台設置完成後，其填

報人為何？是否有審查機

制？建請說明，另水利署、

各水資源局及各校(申請單

位)或各縣市政府的彙整，其

各單位所需辦理或填報事項

建請釐清。 

 

意。另水利署、各水資源局

及各校(申請單位)或各縣市

政府的彙整部分，則可藉由

本系統資料庫進行資料檢索

與篩選來統整相關所需之資

訊。 

本署南

區水資

源局 

1. 第二章說明相關成果已完成

93 年起到 105 年雨水貯留利

用成果，建請列舉示範亮點

計畫，提供未來學校推動的

範本，案例分享說明計畫之

優缺點及改善工法。 

2. 計畫工作項目包含雨水普及

化及設備規格標準化，建議

團隊提供簡易的工程布設及

施工方法並包含工程費用，

俾利隸屬高度缺水區之台灣

之南，於水資源推廣時提供

民眾雨水收集資訊，擴及全

民節水達小兵立大功。 

3. 另關於 98-104年執行成效追

蹤執行狀況，於章節中缺少

著墨說明。 

4. 本案選擇以 10 案由目前核

定之 119 件中計畫將建置量

測監測設備，對於計畫的規

劃相關配置及評定因子等綜

合考量下，目前是否有初步

的腹案或已達共識？且預計

於何時施作完成？ 

5. 有關雨水貯留系統平台架構

下其中之效益統計請問該如

何計算？另案例分享之相關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亮點

示範案例選擇擬定將以本年

度 96~97，已完成之 111 件

申請案件中擇選後編排，未

來可提供機關、學校推動時

之參考範例。 

2. 將配合前述示範案例，亦會

提供相關設計方式(簡要流

程、圖說)，以及工程佈設介

紹，碑利機關或學校施設時

之參考。 

3. 將於後續計畫執行中，依照

本年度申辦案件資料搜尋方

式，逐案個別追蹤查核。 

4. 截至統計時間 107 年 7 月 20

日，目前已遴選 6 案為正取

單位。 

5. 有關效益部分擬透過雨水貯

留設施容量、集雨面積、雨

水年使用量、雨水年潛勢

量、雨水沖廁受益人數、澆

灌面積等進行推估與統計，

另有關案例分享之相關資

訊，依規劃將包含申請計畫

書、竣工照片、竣工圖說、

決算書、效益說明等案件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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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將會建置那些資料提

供參考？是工程竣工圖或計

畫書等資料？ 

6. 本案技術諮詢服務提供嘉義

縣政府說明會，對於該縣府

後續追蹤辦理情形，例如計

畫時程與表格，後續修正的

情形，似乎無著墨，是否已

取得共識俾利後續計畫之推

動。 

7. 建議俟設計節水教案，能結

合本署所屬機關之認證環境

教育場域自然資源納入課

程，例如將本局曾文水庫場

域在地文化融入節水教案教

育傳承守護「南方水學」。 

6. 各縣市政府執行現況與追蹤

成效已由服務團每周以電話

諮詢方式追蹤，如申辦單位

有相關之申請方式或技術施

作、請款等之問題，亦由服

務團代為回覆，或轉由相關

承辦單位回應。 

7.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團隊有

將在地環境教育資源納入教

案撰寫。 
 
 
 
 
 

本署保

育事業

組李科

長世偉 

1. 請彙整諮詢案件的內容，並

歸納出設計上常見的錯誤與

QA。 

2. 請提出雨水貯留相關資料如

何加值與日後於管理平台的

呈現方式。 

1. 遵照辦理。 

2. 有關雨水貯留資料目前規劃

擬透過雨水貯留設施容量、

集雨面積、雨水年使用量、

雨水年潛勢量、雨水沖廁受

益人數、澆灌面積等進行推

估與統計，並試圖依據台灣

地圖分布位置來呈現。 
本署保

育事業

組 

1. 報告書製作請依報告封面、

摘要、Abstract、目錄、圖目

錄、表目錄、內文、附錄、

版權頁(成果報告再附)及報

告封底順序排列，詳細製作

規格請符合本署網站（網

址：http://www.wra.gov.tw）

政府資訊公開/資訊委辦項

下「出版品統一編號申請及

光碟電子書建檔作業說明」

1. 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 

3. 將協助辦理申辦計畫之推廣

申辦說明會與相關之推廣技

術服務，俾利加強申請單位

之申請意願。 

4. 示範案件之案場遴選與監測

設施施作時期，建議配合已

完工案件之數量及其規劃設

計項目進行遴選，將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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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規定辦理。 

2. 第二次期中報告應補附中、

英文摘要。 

3. 有關補助案件目前過少，建

議再洽詢民眾服務之單位，

如展場、體育場等，以增加

補助案件。 

4. 有關 10 案量測監設備請儘

量於 4 月底(梅雨季)前規劃

及施作完成 

5. 雨水貯留平台進度管考部

分，建議應有工程發包前管

考，工程發包後管考，完工

後後續管考之規劃。 

6. 有關成果展示平台架構部

分，建議應再與本署召開工

作會議討論細項安排是否妥

適。 

7. 本系統屬對外服務之系統，

且有透過網頁傳輸資料之作

業，資安要求更需嚴謹，故

有關資安方案之建議應依契

約書「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

訊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

事項」八、程式開發(四)政

府組態基準（ 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 ，

GCB）設定政策：「2103 年

1 月 1 日起之新建置軟體，

應實施 ActiveX 安全性檢測

（至少含弱點掃描、源碼檢

測及滲透測試等必要項

目）。」之約定，實施 ActiveX

安全性檢測且結果均應留下

紀錄供查核。 

與承辦單位協商案件型式，

並現地調查後決議才實施。 

5. 目前已配合規劃發包前之管

考，包含圖說設計規劃，發

包日期登載等；而發包後之

管考則包括施工進度回報與

施工現場進度拍攝紀錄；另

於完工後則須提送申請計畫

書、竣工照片、竣工圖說、

決算書、效益說明等案件資

料。 

6. 將再配合進行署內之工作會

議討論相關細項安排。 

7. 本項已依規定調整「資訊作

業系統規格說明書」，並重

新送署核備同意。 

8. 本項已依規定調整「資訊作

業系統規格說明書」，並重

新送署核備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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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統平台之專案驗收與交

付：應依契約書「水利署及

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

與維護注意事項」十二、系

統驗收(四)繳交文件：「1.

成果報告書。2.需求規格

書。3.設計規格書。4.測試計

畫書。5.測試報告書。6.系統

操作手冊。7.系統執行檔光

碟(如有，應予交付)。8.原始

程式碼光碟(依契約書規定

交付)。9.附加軟體、元件光

碟(如有，應予交付)。10.軟

體使用授權文件(如有，應予

交付)。11.地理資訊成果資料 

(如有，應依「水利署及所屬

機關地理資訊圖資管理作業

規範」交付)。」之約定，繳

交上述文件，另所列交付文

件將列為驗收清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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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意見及回覆 

委

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王

委

員

國

樑 

1. 報告格式請依本署相關規定調

整；本文中部分文詞仍有誤植或誤

繕、報告本文部分字體請適度調整

放大、圖表力求清晰易讀，建議執

行團隊再檢討修妥。 

1.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內容已

適當調整並修繕誤植文字，部分

因表格內容繁雜字體稍小，已適

度另於報告文中擇重點說明。 

2. 本期中報告的摘要未來在成果報

告時仍應配合計畫成果改寫及更

新，並摘要應以節錄各章節重要成

果及重要數據，並儘可能以條列圖

表扼要方式來呈現較完整。 

2.遵照辦理，摘要內容已適度調整

節錄報告重要成果內容。 

3. 第一章前言請區分計畫緣起、計畫

目標、計畫範圍、工作項目、工作

構想、歷年成果等節撰寫，其中歷

年成果等節，請特別再加強整理及

呈現較妥適。 

3.遵照辦理，第一章報告內容將依

如擬之各節項目撰寫。 
 

4. P.19 相關雨水貯留利用法規與技

術規範的章節序號似乎誤植，請檢

討修妥外，如何將法規與技術規範

之可操作性及務實性等，建議加強

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推動策略及

時程。 

4.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訂章節序

號；相關法規、教育推廣、專案

管理等，在雨水利用推廣層面建

議可另專案研究相關推廣教育

辦法，以落實國內雨水貯集利用

推廣成效。 
5. 推動服務團成立有其必要性，並建

議如何結合地方政府的顧問公

司，分層來推動可能較妥適，另相

關除輔導推展外，相關各雨水貯留

工程的進度管控及效益評估等，亦

麻煩服務團加以彙整。 

5. 感謝委員建議，另本案將持續協

助輔導 106~107 年度各案推動

計畫執行、進度管理以及新申辦

案件輔導設計與審議等工作。 

6. 雨水貯留利用，建議就其利用型

態，空間分布等，建議執行團隊加

以統計整理分析，來擴大其加值利

用。 

6.遵照辦理，以於期末成果中，另

已依台灣區域分布(各縣市)繪製

分佈圖說，以及其執行成效等方

式，以彰顯本年度雨水貯集利用

推動之成效。 
7. 成果展示平台建議應與本署既有 7.本成果展示平台目前已整體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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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約用水平台整合或互動，相關

成果建議每個個案能持續追蹤其

成效，除可做為未來進一步改善的

評量外，並建議可與環教加以結

合，來擴大其效益。 

至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資料整合

雲平台，並完成 SSL 憑證申請與

資訊安全檢測；後續代辦與補助

案件將列入平台系統進行進度

與成效管理，並將成果呈現於平

台之上，以供後續相關利用。 
8. 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教案之建置與

推廣，建議補充目前與教育單位橫

向聯繫的情形，目前是否已有學校

採行或試教？ 

8. 感謝委員建議，教案設計執行過

程一直都有與在職教師、教育大

學學生合作，由於十二年國教課

綱預計於民國 108 年才實施，故

最快可安排試教時間為明年九

月。 
9. 節水百科立意相當好，建議未來在

呈現上能儘量淺顯易懂並生動活

潑等原則來加以推展。 

9. 感謝委員建議，百科內文有盡量

以較親民的口吻進行撰寫，並且

搭配生動活潑的人物插圖來說

明節水知識。 
10. 第六章第二次期中成果相關的內

容與摘要有何不同？另相關的本

計畫預期效益，建議要有節水量

化的成果較妥適。 

10.第六章已於期末報告時刪除，已

依規定另撰寫為結論與建議，

並提供本計畫相關節水(雨水

利用推動)成效。 
11. 何謂重要參考資料？建議依慣例

修正為參考文獻即可。 
11.遵照辦理，已修訂。 

12. P.206 附件中的部分會議紀錄似

乎誤植，建議檢討更新或抽換；

另附件中的資料格式及字體不

一，並請建議重新檢討調整較妥

適。 

12. 遵照辦理，附件格式已依內容

適度調整大小，然而部分因表

格內容繁雜字體顯示稍小，已

適度另於報告文中擇重點說

明。 
李

委

員

嘉

榮 
 

1. 監測系統設計規劃與建置，表 11
監測地點決議對象桃園中壢區公

所位屬於中區水資源局範圍嗎?建
請再查明。監測系統範圍示範案場

10 處，規劃確立後應予施作監測設

備建請將個案場所需設施(計量水

表、傳訊設備、揭示牌等)列明，

其增設之設備建置費用究由水利

署或研究團隊或申辦單位亦請說

明，另為掌握個案場計畫監測管理

平台，數據收集器及系統開發所需

1.感謝委員指正，已修訂為北區水

資源局；10 處擬定之監測案場相

關之建設水表、位置等已增列說

明於第三章第三小節。此外，本

計畫監測系統配置相關工程、料

件、電信費支付…等，均為本案

委辦經費中撥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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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已否納入本研究案內?又各案

場與月需支付給電信業者之長期

費用，亦建請詳細說明。 
2. P.29 申辦單位申請作業流程，E 訪

談調查診斷、F 協助後續改善，持

續追蹤成效、G 診斷完成撰寫簡易

諮詢輔導紀錄回傳，與 P.28 圖 5
流程圖案件處理、諮詢輔導紀錄撰

寫、服務追蹤考核，程序有點不

一，建請調整。 

2.感謝委員指正，已進一步修訂。 
 

3. 簡報 P.18，106~107 年推動件數與

經費可核定 1.12 億元，已核定 0.74
億元，未分配數會持續核配機關申

請補助嗎?補助之案件其施作有計

量及監測設施嗎? 

3. 本案雨水貯留推廣計畫將持續

會推動代辦/補助，另如補助案件

計畫案場超過 200 萬以上，目前

是建議申辦單位可增加雨水利

用計量監測等設備建置。 
4. 歷年調查執行成效針對已完工之

47 案函請各案回報執行現況，建議

將蒐集之回報資料綜整所發現之

問題及提出改進策略，以利水利署

作為未來精進管理方針。 

4.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之計畫申請

流程、辦法，以及本年度案件追

蹤時所遭遇之問題與建議，已定

時與承辦單位討論，並修訂相關

辦法。 
5. 簡報 P.33，雨水貯留利用配置，有

關管線有與水管與自來水管混接

或安裝計量表，請確實注意不可有

錯接之情形，避免汙染自來水質，

再審查配置圖上如何把關，請再予

說明。 

5. 感謝委員建議，雨水及自來水二

元系統之裝設、配置；本團隊將

加強監督把關申辦單位之設置

情形。 

6. 綠建築申請收集建築物屋頂雨水

的貯留與再利用之新建公有建築

物案例能否納管? 

6. 感謝委員建議，國內其他雨水貯

留利用推動相關成果與執行現

況，已建請經濟部水利署於後續

計畫執行時，納入研究工作。 
謝

委

員

勝

彥 

1. 封面及內頁如方便，應列承辦單位

名銜。 
1. 感謝委員建議，將依經濟部水利

署封面、內頁等格式規定辦理。 
2. 涉及設計、監造及驗收事宜，應屬

行政程序之一環，署是否應涉入，

建議洽署內承辦單位。 

2. 經濟部水利署、服務團將不介入

申辦單位監測、驗收事宜，先期

申請計畫也僅提供規劃設計建

議。 
3. 本案已承辦多年，對辦理方式無意

見。 
3. 感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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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平台申請補助單位可能缺少

專業人才，因此上傳成果可能不

佳，如何改善建議再加思考。 

4.有關管理平台申請補助作業，目

前補助單位僅需進行一次性的

申請登錄作業。後續僅針對進度

管考與完成進行進度登載與成

果上傳，若有必要，可考量於後

續年度進行相關系統操作講解

說明會。 
5. P.25 服務團隊之組成應有學者 3
位，建築師及水利技師各 1 人，請

加名單列入圖 4， P.26，另是否

需要報核? 

5. 已更新服務團組成內容，另人員

部分，分組內聘請臨時人員(包
括技師或建築師等)須經服務團

團長或副團長核備後，才委託辦

理工作。 
6. 效益部分(P.41)所列方式可能不易

分析，一來資料需求甚大，二來分

析過程冗長，如以 First cost 換算

Annual cost 及每年可利用之水量

作為比較較容易凸顯本計畫之價

值。 

6.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本計畫申辦

案件工程內容項目繁瑣，包括直

接工程、間接工程、宣導…等費

用申請，以及工程中亦包含其他

如復原工程、宣導費用、環境美

化…等，不易換算為 First cost，
因此仍以雨水使用量、蒐集潛

勢、計畫執行建置項目等評估成

效。 
7. 雨水貯留規劃設計之技術難度應

不太困難，建議水利署應先編擬規

劃設計之技術規範或手冊，透過職

業證照之發給可能對加速推廣較

為容易。 

7. 感謝委員建議，將加強與經濟部

水利署在技術手冊及教育推廣

等之後續研究建議。 

林

委

員

志

翰 

1. 國內外雨水利用之研究成果，除文

字說明外，建請補充重要案例之照

片或圖片。 

1. 感謝委員建議，國內重要案例圖

片等已酌加增列重要範例在計

畫執行成果中，另於附錄中也提

供本年度服務團現調成果各單

位照片，可供參酌。 
2. 第三章「案場現地查核與遴選」，

請就所選擇重要案場之現況設施

優勢、條件，補以重要照片摘錄呈

現。 

2.遵照辦理，已將照片及設置現況

補充照片及說明。 

3. 計畫成果最後將落實規劃設計等

面向，建議朝向將相關作業標準化

及成效量化，可在計畫推動部分加

3.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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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說明。 
4. 第六章計畫成效部分，請對關鑑績

效指標(kpi)部分預擬補充。 
4. 感謝委員建議，第六章在計畫報

告中已修訂刪除，另改為水利署

制式格式結論與建議，另成效部

分將以量化雨水貯留推動之各

項成效，包括各縣市推動成果及

雨水使用量、配置量及受益人

數、澆灌面積等相關成果展示。 
5. P.98 提及採用「NB-IOT 網路傳送

至 IOT Plotform」部分，建議對於

傳輸穩定性，即時性及維護方式費

用等補充評估內容說明。 

5. 物聯網部分將配合經濟部水利

署執行辦法協同辦理，另維護經

費等將由本研究案經費支付，另

請參考李嘉榮委員問題 1 之回

覆。 
6. P.165「節水百科綱要」圖中，一級

綱要「水資源」提及二級綱要「水

循環」及「水平衡」均屬水文之現

象，建議將名稱修正為「水文現

象」，或其他合適之名稱。 

6. 感謝委員指正，節水百科綱要經

期中審查委員建議，已將方向修

改為專注於描述節約用水相關

知識。 

7. P.169「四、水的災害，4.原水濁度」

非災害，建議調整或修正名稱。 
7. 感謝委員建議，節水百科綱要經

期中審查委員建議，已將方向修

改為專注於描述節約用水相關

知識。 
8. 本報告目前在文字、排版及編號部

分誤植處較多，均請修正，主要部

分如下： 
(1) P.71,P217,P288,P293 中，「規劃」

文字誤植。 
(2) P87 第二段「清潔使用」；P.91

第三段「以包括，故分區…」；

P.135 第二行「水與環境，水資

源永續發展及水與科技…」，文

字誤植。 
(3) P.155 第一段「第三學習…甚麼

貢獻」，文字間書寫不順暢，請

修改調整文述。 
(4) P.149 格式及附件間空白，請調

整排版。 
(5) P.173,P216,P.217,P219內編號順

8.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誤植處及

無內容標號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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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誤植。 
(6) P.276 施作建議部分無內容，建

議刪除。 
台

北

水

源

特

定

區

管

理

局 
盧

委

員

素

玲 

1. 目前本局督辦核定申辦案件共 31
件，至七月底止僅剩 2 件(瑞芳區

瑞亭國小、永和區秀朗國小)尚未

完成，期中報告書有關申請案件辦

理情形請配合更新至七月底。 

1. 感謝委員指正，期末報告已更新

至 107 年 10 月 8 日進度。 

2. 管理平台系統是否有設計制式表

單上傳功能，EX：案件申請可用

申請單位的計畫書格式電子檔案

上傳，減少再填打時間。 

2. 資訊平台設置完成後，目前填報

人為各案件申請單位之承辦人

員，並於填報完成後由署內負責

之同仁或交付之承辦單位進行

相關檢核與同意，但後續若有需

求可提供制式表單上傳功能。 

水

利

署

北

區

水

資

源

局 

1. 雨水貯留技術包含：集水、輸水系

統、淨水、貯水系統以及揭示系統

(主要為監測系統與揭示設備)，這

揭示系統是否即為水撲滿顯示設

備再加上自動傳輸網路系統?如果

有自動監測系統當然是最好，但日

後傳輸網路通訊系統之操作維護

恐怕是大問題。其他設備或許僅為

管路、儲槽等硬體設施還好，但有

電子網路設備後，後續維護費用將

所費不貲，建議只建置水撲滿，現

場紀錄即可。 

1. 感謝委員建議，鑒於為追蹤較大

案件之雨水收集成效，仍建議能

加設自動監測系統，然一些較小

案件誠如委員所提，仍建議僅利

用簡易水錶現場紀錄即可。 

水

利

署

中

區

水

資

源

1. 本計畫已初步整理各單位辦理雨

水貯留系統時常見之缺失(P.37)，
建議團隊加以彙整並加入案例等

資料，製成手冊或 SOP，提供受補

助對象做為參考或公開於網站。 

1.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之加值推廣

辦法，或未來修訂申辦案件建

議，將持續與經濟部水利署討論

並精進。 

2. 3.2.2 節中，3.協助新申辦單位輔導

一節中(P.44)，僅敘述三處輔導建

議事項，而未見其他辦理現勘單位

2.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中僅列述，

其他相關新申辦案件輔導、建議

或協助招開推廣會議等，已補充

729



106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局 
謝

委

員

祥

泊 

之輔導建議事項。 在附件三所列。 
3. 本報告多處協辦單位及輔導對象

錯置，如 P.72 表 11、P.82 中壢區

公所應屬北水局協辦、P.287.292
應屬中水局協辦。 

3.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訂。 

4. 在本案資訊平台使用者介面應考

量案件規模進行管理，如為小額採

購無須每日填報進度。且部分案件

係以地方政府為總代表人，期由本

屬委託地方政府代辦但由學校為

實際採購單位，在系統身分識別及

權限應有所分別。 

4. 本計畫資訊平台於進行工程進

度管考時並非每日填報，而是以

每周為單位進行管考，另目前填

報人為各案件申請單位之承辦

人員，並於填報完成後由署內負

責之同仁或交付之承辦單位進

行相關檢核與同意。 
5. 表8中遴選監測示範地點之對象期

僅列出評選項目，惟未呈現評分過

程，建議列入附錄。 

5. 遵照辦理。評選對象、項目及評

選結果，已修訂並增列在報告

中。 
6. 現已無台中縣及桃園縣，建請修

正。 
6. 已修訂。 

7. 在系統平台設計上，建議從設計階

段即開始進行追蹤。 
7.系統目前僅追蹤工程進度管考，

如有需要可於後續年度擴充該項

功能。 
水

利

署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顏

委

員

鈺

靜 

1. 報告書中結論與建議(待續)呈現空

白建請補充說明；文中目錄字體偏

小請酌予修正。 

1. 遵照辦理，報告書中已重新編撰

結論與建議，目錄字體偏小處亦

已一併修訂。 
2. 有關成果展示平台架構部分，建議

工作團隊協助各校完成計畫成果

資料填列完善及上傳檔案是否成

功。 

2. 本計畫資訊平台於工程完工後

僅需上傳規劃申請書、竣工圖

檔、決算書與竣工照片，並無特

殊作業要求，後續如有需求，本

執行團隊也將提供相關作業諮

詢協助。 
3. 有關雨水貯留設施監測系統及設

備安裝，示範計畫是否有共識安裝

置之學校。 

3. 已完成 10 處示範案例單位之遴

選，請參考報告第三章第二節遴

選成果。 
4. 建請團隊能協助地屬偏鄉鄉鎮國

小之雨水貯留系統計畫規劃設計

結合屋頂綠化施作使建置完善之

雨水收集系統。 

4. 遵照辦理，已與經濟部水利署擬

定未來如何協助相關申辦案件

之規劃與設計實施辦法。 

5. 有關節水設計教案是否能結合自

然場域及環境教育課程，由團隊專

5. 謝謝委員的建議，教案有設計帶

領學生至校外環境機構參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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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釋演譯珍愛水資源之生活節水

教學推廣。 
行程，交由專業環教人員來說明

節水概念之應用。 
6. 關於雨水系統之案例分享建請列

舉亮點計畫及工法改善，提供申請

縣市參考規劃樣本。 

6. 遵照辦理，初步規劃是以遴選之

10 處案場為主要分享案例，後續

規劃提供給平台公開作為規劃

參考樣本。 
7. 建請團隊於報告書中提供已建置

雨水收集之機關學校，如何後續維

護管理系統之必要事項延長系統

之壽命。 

7. 遵照辦理，於服務團現地調查過

程中，配合申辦單位現地情況給

予維護建議，並已酌列建議於各

案調查報告中。 
本

署

保

育

事

業

組 

1. 為配合本署水資源開發計畫，請

承辦單位針對天花湖轄內有興趣之

學校(鶴岡國中)及鳥嘴潭轄內有興

趣之霧峰區公所及其它 4 個學校協

助申請 108 年度雨水貯留計畫，務

必於 9 月 1 日前協助其提出申請。 

1. 遵照辦理，服務團已配合水利署

保育事業組、北水局、中水局等

分別於 107 年 7 月 4 日、7 月 13
日、8 月 29 及 10 月 18 日就地

輔導及招開相關說明會。 

2. 報告書製作請依報告封面、摘

要、Abstract、目錄、圖目錄、表目

錄、內文、附錄、版權頁(成果報告

再附)及報告封底順序排列，詳細製

作規格請符合本署網站（網址：

http://www.wra.gov.tw）政府資訊公

開/資訊委辦項下「出版品統一編號

申請及光碟電子書建檔作業說明」

所作規定辦理。 

2.遵照辦理。 

3. 英文摘要標題為何寫(待續)？另

無結論與建議請刪除目錄部分與其

頁面。 

3.中英文摘要已重新編寫，請參考

期末報告摘要部分。目錄、結論與

建議以補充至期末成果。 
4. 有關 10 案量測監設備請儘速施作

完成 
4.遵照辦理，並於 10 月 18 日已初

步完成監測系統建置。 
5. 雨水貯留平台部分，建議如下： 
(1) 建議建立篩選縣市、原住民地

區、無自來水地區等統計經費功

能。 
(2) 建議增加雨水貯留利用的優勢及

限制、常見的 Q&A 等加強雨水貯

留網站的宣導功能。 
(3) 建議增加雨水貯留利用可觀摩學

5.雨水貯留平台部分，回覆如下： 
(1) 原提供內容即為正式平台之

網站 IP，但因受限資訊安全撿

測標準不明待釐清，進而導致

網址與 IP 無法串接，同時因

待資訊安全撿測中，以致無法

更新最終案件內容資訊，而造

成誤認，目前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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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示範點建立，以利有興趣的

學校與單位就近觀摩與學習(最
好能分類)。 

(4) 建議提供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計畫

書填報的範例供參(最好能分類)。 
(5) 建議提供主動式的 Q&A(主針對

有興趣的學校或機關)提供可能

的問題，並適時提出協助及回應。 
 

(2) 將配合於期末簡報中進行實機

操作。 
(3) 有關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說述之

申請案件資訊登載將由申請單

位自行填寫，各分區水資源局

人員再予以管理，另案件分享

功能已增加選功能，使用者可

以其需求縣市案件進行瞭解。 
(4) 已完成頁面檔案上傳。將配合

於期末簡報中進行實機操作。 
(5) 已完成串接，將配合於期末簡

報中進行實機操作。 
6. 請針對每座雨水貯留利用的「供

水效益」，特色及成本加強研析及評

估。 

6.遵照辦理，期末將加強相關資料

鍵結與統計資料。 

7. 未來要加強雨水貯留利用的宣

導，盡可能以淺顯易懂、生動活潑

或動畫方式來呈現。 

7.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教案及百科

都有融入多元方式，如桌遊、校

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方式、人

物化插圖等進行宣導。 
8. 建請加強思考及研析如何擴大雨

水貯留利用的效益，並結合教案、

教材或環教。 

8. 謝謝委員建議，雨水貯留系統目

前於學生生長環境中並不常遇

到，故若能多推廣簡易版設置於

自然教室或學生家中，學生常接

觸後就能有相關的生活經驗，環

教課程也能更容易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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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暨 107 年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輔導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意見及回覆 

委

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謝

委

員

勝

彥 

1. 本報告資料甚為豐碩值得肯定，期

中報告意見已有適當回應。 
1. 感謝委員肯定。 
 

2. 中文摘要之格式，請再洽主辦單

位。 
2.遵照辦理，並且摘要內容已適度調

整節錄報告重要成果內容，請參考

成果報告 P.I~P.V。 
3. 英文摘要可能因打字關係，有許多

疏漏之處，請再檢視。 
3.遵照辦理，英摘已補疏漏處，請參

考成果報告英文摘要，請參考成果

報告 P.III~P.V。 
 

4. 效益之評估目前以潛能為依據，未

來建議以水文量 75%發生率做為

估算，並以裝置成本作計成本之估

算，作內生報酬率之評估。 

4.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成效評估方

式將再與水利署討論修訂。 

5. 技術輔導建議未來以編撰技術手

冊，由技師公會之從業技師作規劃

及設計等工作。 

5.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之技術手冊

辦理辦法，未來將與水利署討論執

行可能與方式。 
6. 推廣之對象不知有擴及工業區或

科學園區之可能。 
6.推廣對象明年度建議可推廣至工

業區或科學園區，相關之辦法未來

服務團將與水利署討論研商推動

方式。 
7. 報告太厚，建議將附錄以光碟之方

式附於報告之後，以節省資源。 
7.遵照辦理，成果報告已精簡本計畫

執行過程中相關紀錄文件，並已修

訂相關成果內容。 
林

委

員

志

翰 

 

1. 第 2 章國內外雨水利用推動現況

請補充國外重要案例照片，以利參

考。 

1.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第二章已斟

酌補充國外案例，國內案例及本計

畫推動成果，請參考附件二(P.205)
案件追蹤紀錄。 

2. 第 5 章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教案之

建置與推廣，建議增加「小結」之

綜合性歸納成果。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成果報告

書新增「5.5 教育推廣綜合分析」

章節(P.189)，統整教育推廣之綜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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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對採用通訊系統使用及後續改

善方式做歸納性之建議。 
3.本計畫監測示範通訊系統，業已針

對通訊不佳之示範場址，更改為中

華電信(之前為亞太電信)，目前均

已收訊良好，相關執行成果圖說請

參閱 P.101~P.114。 
4. 請補充說明關鍵績效指標之達成

率，與後續規劃與成長方向，如設

計規範、普及率及功能性之提升

等。 

4.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推動案件數

106~107 年首三季 118 件已達成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完工數

101 件；另外第四季，亦已推廣 42
件申請辦理中。本計畫預計明年度

規劃與推廣成長，將研擬辦理相關

說明會，以及數場大型講習會(草
案)，進以提升規劃、申請、推動

及雨水利用效能提升等目的。 
5. 第 182 頁詳節水百科內文可參考

附件編號，請敘明。 
5. 感謝委員的建議，節水百科可參

考「附錄八、節水百科」。 
6. 文字誤植部分，第 143 頁第三行

「施作地點」；第 139 頁第 2 行「廣

場清潔使用」；第 125 頁第 8 行「預

計配合」；第 163 頁第四行「試辦

點規劃」；第 371 頁圖 2「回收系

統架設位置」，均請更正。 

6. 感謝委員修訂文字誤植處，成果

報告已進行更正。 

本

署

北

區

水

資

源

局 

1. 建議訂定規劃設計原則。(1)收集

系統(2)前處理(初級處理)(3)貯留

設施(4)監控設施如水撲滿(5)其他

雜項設施。 
 

1. 感謝委員建議，建議明年可將水

利署案件成果歸納，或可參考國內

相關計畫成果(如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提供相關設施設備型式與流

程建議。 
2. 教案審查標準提到融入環教議

題，而所謂節水教案是指要將節水

宣導納入各學校課程內授課，屬於

強制學習程之一部分，與環境教育

教案有何不同？環境教育多在環

教場域實施與各校教學課程不

同，環教教案並須經試教後依環保

署規定送審核定後，始得成為環境

教育課程。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環境教育於九

年一貫制度為主要學習科目(如國、

英、數、社等)以外另設重大議題課

綱，而節水教案則是採用十二年國教

課綱，環境教育改為採議題融入方

式。故節水教案並非強制學習課程，

而是可以將節水概念融入在任何一

堂課裡進行教學，與環教場域課程類

似，但並非只著重環教內容，而是將

主要學習科目(如國、英、數、社等)
內容結合環境教育的概念(如節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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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一同教學。而計畫中製作出的

節水教案主要是提供在職教師備課

資源，讓教師減少備課時間，教學內

容卻更加多元。 
本

署

中

區

水

資

源

局 

1. 於本計畫工作項目蒐集彙整國內

研究成果，是否有針對各鄉鎮年平

均降雨資料？俾於後續受理申請

案時，檢視計畫雨水量是否合宜。 

1.本計畫於推動各案場之成效評估

時，參考 2015 年版《綠建築評估

手冊》(EEWH)內水資源指標中有

關雨水利用規劃設計之相關參數

建議，其中已包括各區域日降雨量

建 議 值 ， ( 手 冊 之 下 載 : 
https://www.abri.gov.tw/tw/downloa
d/show/6/p/print/?page=2)該項指標

應可提供檢視計畫雨水量是否合

宜。 
2. 建議爾後年度服務團能定期提供

各案追蹤紀錄予各水資源局，以利

進度掌握，亦避免代辦機關頻於提

報進度。 

2.感謝委員建議，追蹤紀錄提供辦

法，未來將與主辦單位協商管理方

式。 

3. 教案部分，本署均統一名稱為人工

增雨而非人造雨，且其相關內容說

明資料應以本署公開資料為宜。 

3. 感謝委員建議，已參考水利署網

站將「人造雨」名稱統一修改為「人

工增雨」。 
4. 其它誤繕部分：(1)圖目錄之圖 80
格式有誤。(2)第 150 頁 表 11 格

式有誤。(3)第 146 頁 中壢公所應

屬北水局受理範圍。(4)第 187 頁 
八、九案例分享與介紹重複。(5)
第 147 頁 B、C 龍昇國小及僑善

國小均已竣工。 
 

4. 感謝委員誤植處指正，成果報告

已進一步修訂。 
 

本

署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1. 報告書製作請依水利署網站（網

址：http://www.wra.gov.tw）政府

資訊公開/資訊委辦項下「出版品

統一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書建檔

作業說明」所作規定辦理。 

1. 遵照辦理。 

2. 建請於結論與建議篇幅中新增有

關106年及107年完成雨水收集系

統之案件效益及用水評估，整體計

畫推動成效綜整說明。 

2.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已精

簡增列相關效益成果於結論與建

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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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雨水貯留成果展示平台之進

度管考部分，建議應有工程發包前

管考，工程發包後管考，完工後撥

款進度事宜之管考執行，並建立追

蹤後續管理之機制。 

3.目前雨水貯留成果展示平台資料

庫之登記欄位包括：設計發包日

期、設計完成日期、工程發包日

期、工程預計開工日期、請款經費

(元) 、已請金額、下次預計請領

金額等，對於工程發包前管考，工

程發包後管考，完工後撥款進度事

宜皆有紀錄可列管，詳細內容可參

閱資料庫欄位說明與後台資料處

理介面。 
4. 節水百科生活廣宣落實日常及節

水教案之示演繹，今年度預計何時

辦理教案試教課程？結合環境教

育傳承守護「南方水學」。 

4. 感謝委員的肯定，由於十二年國

教預計 2019 年 8 月上路實施，故

最快可安排試教為明年八月課綱

實施、教材也已更新後，試教時若

學生就學地為南部，亦可節合在地

環教概念，如南方水學進行教學 
5. 建議精選大區域及個體戶小建築

之優選雨水系統工程設計模組，上

傳至網站提供有意願民眾或社區

團體下載圖說模組自行設計及參

考施作。 

5.目前資訊平台已規劃並登載 10 個

設計完整，且同時串接數位水表進

行雨水貯留監測作業，提供有意願

民眾或社區團體下載圖說模組自

行設計及參考施作。詳細內容可參

閱 ： https://rain.wra.gov.tw/ 
share_list.php 

6. 建請列舉本年度整體計畫執行之

亮點示範計畫，提供未來機關學校

推動之工程設計範本。 

6.目前資訊平台已規劃並登載 10 個

設計完整，且同時串接數位水表進

行雨水貯留監測作業，提供有意願

民眾或社區團體下載圖說模組自

行設計及參考施作。詳細內容可參

閱 ： https://rain.wra.gov.tw/ 
share_list.php 

7. 關於審查意見回復說明，建請加

入頁數以利審閱。 
7. 遵照辦理。 

王

委

員

國

樑 

1. 報告格式請依本署相關規定調

整；本文中部分文詞仍有誤植或誤

繕、報告本文部分字體請適度調整

放大、圖表力求清晰易讀，建議執

行團隊再檢討修妥。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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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建請以節錄各章節重點或重

要數據，並儘可能以條列或圖表原

則扼要呈現較妥適。 

2. 遵照辦理，成果報告摘要已適當

使用條列式方式以及摘錄各章節

重點，分項執行成果說明，請參閱

成果報告 P.I~PV。 
3. 依結論與建議中所言目前期末報

告僅至 107 年 10 月 15 日止，建議

未來成果定案報告仍應補充及交

代完整的成果報告。 

3. 因本計畫推動申辦案件案場仍持

續進行，成果報告中相關推動成果

進度統計，將更新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之資料為主，相關成果統計

請參閱成果報告 P.37。 
4. 相關結論與建議的內容，請執行

團隊再檢討，尤其是建議部分，建

議可否針對未來的近、中及長程的

階段進行較具體的建議。 

4. 感謝委員建議，成果報告結論與

建議已增列補充，請參閱 P.XII。 

5. 106年度第四季以及 107年度第一

~三季預選出之申辦雨水利用受

理之單位，已完成追蹤工程施作並

結案計 90 件，仍在設計/營造中

案件約 21 件，共計 111 件，另

外 26 件已暫時撤案，何謂暫時撤

案？ 

5. 原訂計畫 127 案件，本計畫至期

末 10 月時，仍保留暫時側除之案

件 16 件，共計 111 件(現已增列至

118 件)成功申辦執行，成果報告

時，將刪除原先撤除案件，進行統

計。 

6. 第 5 頁表 1 工作範圍及執行進度

甘梯圖為計畫執行的中間掌控，建

議未來在成果報告本文中刪除或

移至附錄中較妥適。 

6.遵照辦理，成果報告已予以刪除。 

7. 第20頁雨水貯留利用法規與技術

規範，配合本計畫的進行過程，建

議執行團隊能提出精進的增修建

議較完整。 

7. 感謝委員建議，鑒於相關法規與

技術規範增修建議，因可能涉及建

築技術規則等範圍較廣，建議可未

來研擬相關計畫，或與相關單位協

商研提修訂方式。 
8. 針對雨水貯留系統設備推動服務

團成立與輔導推動，可否請執行團

隊就過程提出具體的檢討及精進

建議，並就可能的三區水資源局、

北特局及地方政府等分工，或甚至

各部會等加以建議較完整。 

8. 相關之精進等建議或執行方式，

已增列至成果報告結論與建議-建
議項目中，提供參考。請參閱

P.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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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執行團隊除針對本年度雨水貯

留案件的輔導外，建議能就歷年來

的雨水貯留成果包括教育部永續

校園及內政部綠建築等加以廣泛

性及系統性的蒐集及歸納較完整。 

9. 感謝委員建議，其他相關單位之

推動成果收集資訊與成果彙整

等，將建議納入未來工作項目中。 

10. 針對雨水貯留歷年及本年的案

件能就個案的主要工項、功能及各

縣市甚至鄉鎮區空間的分布加以

統計，未來可以更發揮並擴大其加

值功能。 

10. 遵照辦理，已酌增列各縣市等本

計畫推動成效及其推估雨水利用

成果，提供空間分布成效，請參閱

成果報告 P.59~P.75。 

11. 監測系統設計規劃及建置的成

果，建議更具體及系統性的歸納，

來凸顯其效能，未來並朝智慧管理

的方式來整合較完整。 

11.監測示範計畫相關成果於請參考

成果報告中 P.101~P.114 所列，另

智慧管理資訊亦請參閱平台建置

成果-監測示範展示。 

12. 本雨水貯留利用成果展示管理

平台資訊作業規劃及建置，建議要

將相關的雨水貯留利用的功效，尤

其是成功的案例加強宣導，來凸顯

小兵也能立大功外，針對常見的可

能容易造成的缺失或設置雨水貯

留的 QA 等加強補充。 

12.目前資訊平台已規劃並登載 10個
設計完整，且同時串接數位水表進

行雨水貯留監測作業，提供有意願

民眾或社區團體下載圖說模組自

行設計及參考施作。詳細內容可參

閱 ： https://rain.wra.gov.tw/share_ 
list.php；另就常見的可能容易造成

的缺失或設置雨水貯留的問題，本

平台也已設置 Q &A 系統功能，提

供使用者，參閱詳細內容可參閱：

https://rain.wra.gov.tw/faq_list.php 
13. 本雨水貯留利用成果展示管理

平台資訊作業，建議未來能朝與本

署相關的節約用水相關平台加以

整合，並預留未來可能的擴展空間

及多思考擴大加值利用的效能。 

13.目前前期先採用相關(友善)連結

方式與其他網站進行資訊交換，未

來可考慮將平台中部分單元頁面

掛附於其他網站下進行即時資源

交流。另目前採用資料庫架構方式

建構各案件資訊，也期望後續當資

料累積到一定程度時，能加以分析

與利用。 
14. 雨水貯集利用教育、教案之建置

與推廣能就建立的資料，如何與教

育部或環保團體等合作，來加以廣

宣及擴大效益等加強提出具體建

議。 

14. 感謝委員的建議，關於與教育部

等團體機構的合作方式，已於報告

書中「結論與建議」及「5.4節水

利用教育推廣方式」提出具體建議

及詳細說明，請參閱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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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署

張

副

組

長

承

宗 

1. 雨水貯留系統應該融入空間藝術

美學的元素，從雨水收集利用到庭

園造景或教學場域的整合性地景。 

1.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輔導團隊亦

會將此理念，納為推廣宣導目標。 

2. 節水百科版面與裁切有改善空

間，且缺乏個人省水績效標竿指

標，如省水 20%非難事。 

2. 感謝委員的建議，節水百科排版

設計已修改完成，可參考「附錄

八、節水百科」。因每戶用水方式

及習慣不盡相同，較難精準計算出

個人省水績效，故節水百科改採強

調個人可執行之節水方式，期望讓

民眾能理解生活中其實處處都可

以輕鬆節水。 
3. 雨水收集儲留應該導入更多的創

意設計。 
3.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輔導團隊亦

會將雨水貯留創意設計概念，納為推

廣宣導目標。 
4. 雨水收集利用之績效指標應該考

量成效之突顯。 
4. 雨水收集利用推廣績效呈現辦法

與成效推估等，未來將再與主辦單

位協商研提呈現之方式。 
本

署

李

科

長

世

偉 

1. 請在期末報告加入 10 處監測點的

紀錄情形與分析(潛勢量與理論用

水量的驗證)。 

1. 鑒於目前 10處監測示範地點監測

數據尚在測試回傳(107 年 10 月 15
已完成建置，但因通訊協定於偏遠

地區亞太電信仍無法接收，並已於

107 年 11 月 18 日完成通訊協定更

替，改成中華電信，且重新更替發

射信號儀器，目前已可接受)，因

此在理論值與觀測值數據尚不完

整。監測示範地點規劃配置成果，

請參閱成果報告中 P.101~P.114 所

列。 
2. 節水百科內有一些需再修正之

處，請再與本署討論後修正。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與委員討論

並修正內容，可參考「附錄八、節

水百科」。 
本

署

保

育

事

業

組 

1.期末報告書未附本署保育事業組

審查意見及回復情形。 
1. 已修訂增列期中審查會議保育事

業組審查意見及回復，請參閱

P.781。 
2. 報告書製作請依報告封面、摘

要、Abstract、目錄、圖目錄、表

目錄、內文、附錄、版權頁(成果

報告再附)及報告封底順序排列，

2.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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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製作規格請符合本署網站（網

址：http://www.wra.gov.tw）政府

資訊公開/資訊委辦項下「出版品

統一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書建檔

作業說明」所作規定辦理。 
3. 107 年底新增 7 案雨水貯留申請

案，請將相關資料加入統計表，並

請針對每座雨水貯留利用的「供水

效益」，特色及成本加強研析及評

估。 

3. 遵照辦理，已增列相關資訊與辦

進度等，並已納入統計表格中。 

4. 針對 6 案雨水監測通訊不穩問

題，請承辦單位提出如何解決之方

式？ 

4. 107 年 10 月 15 已完 10 處案場監

測設置，其中 6 案場但因通訊協定

於偏遠地區亞太電信仍無法接

收，已於 107 年 11 月 18 日完成 6
處通訊協定更替，改成中華電信，

且重新更替發射信號儀器，目前測

試已可接受。請參閱平台連結

https://rain.wra.gov.tw/moniter_info
.php(案場即時資訊) 

5. 有關 107 年度新增 7 案請列入統

計，另統計表建議僅放執行中與完

成之案件，撤案案件請刪除。 

5. 遵照辦理，已增列相關資訊與辦

進度等，並已納入統計表格中。 

6. 108 年度新案審查意見不宜放於

報告內。 
6. 遵照辦理，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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