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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方向說明 

一、命題大綱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水利工程技師考試各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 

水文學 

一、水文循環 

水文氣象與降水 

蒸發散、入滲、截留、窪蓄 

二、水文分析 

水文歷線 

洪水演算 

三、地下水與溫泉 

受限含水層 

未受限含水層 

井水力學 

四、水文觀測與統計 

水文觀測 

統計與頻率分析 

水資源工程與規劃 

水資源開發與規劃 

規劃與系統分析 

水資源經濟 

水利法規 

水利工程（包括海

岸工程、防洪工程

與排水工程） 

一、防洪工程 

防洪工程 

防洪工程水工結構設計（含結構學、鋼筋混凝土） 

集水區治理 

二、海岸工程（含港灣工程） 

海岸工程 

海岸工程水工結構設計（含結構學、鋼筋混凝土） 

三、排水工程（含農田排水、市區排水與下水道、區域排水、公路

排水） 

排水工程 

排水工程水工結構設計（含結構學、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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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知識： 

微積分 

流體力學 

水文學 

三、授課計畫 

概述 水資源環境與水利工程簡介 重要程度 

水文分析與設計 

基礎水文學 ★★★★ 

水文統計 ★★★ 

頻率分析 ★★★★★ 

水文設計 ★★★ 

水庫與壩工 

水庫 ★★★ 

壩工 ★★★ 

溢洪道、閘門及出水工 ★★ 

明渠與管路 

明渠 ★★★★ 

管路 ★★ 

給水、排水工程與廢水處理 ★★★ 

灌溉工程（農田灌溉工程） ★★★★★ 

水力發電 

理論與設施、設備 ★★★ 

發電工程 ★★ 

治河與防洪 

河川整治 ★★★ 

防洪工程 ★★★★★ 

頻率分析 ★★★★★ 

水利工程規劃與經營 

水資源開發之規劃 ★★ 

工程經濟與方案比較 ★★★★★ 

水利工程設計 重要水利工程相關設計 ★★★ 

水利工程實例 重要水利工程實例 ★★ 

水利工程發展 重要水力工程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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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 

為因應未來二十年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之水資源需求，經濟部水利署〈前經濟

部水資源局〉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業以民國一一○年為目標年研擬完

成「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將報院核定後作為未來水資源開發計畫推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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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地球高峰會議，提出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及環境問題

時必須堅持「能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的永續發展原

則。該次會議所共同提出的「21 世紀議程」中特別訂定水資源發展行動計畫綱領「水資源品質

與供應的保護：整合式方法在水資源發展、經營與使用上的應用」，並就水資源整合發展與管理、

飲用水之供應與衛生、水資源水質及生態保護等提出行動方案。1998 年 4 月在德國波昂舉行的

「全球水政策─跨國水資源管理合作會議」更進一步發表聲明指出：在 21 世紀，世界各國將為

另一種液態資源而爭戰殺戮，這種資源就是人人不可或缺的水，水已成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戰

略物資」。 

水是人類賴以維生的必需品之一，水資源的建設更是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及促進社會經濟持續

發展的關鍵基礎建設之一。過去政府即非常重視水利建設，積極進行水資源開發建設，以提供穩

定且量足質優的生活與產業用水，作為台灣地區經濟蓬勃發展基礎。惟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近年

來已大幅改變，水資源問題日趨複雜，於邁向 21 世紀之際，亟需規劃前瞻性與整體性的全方位

水資源開發政策。 

為因應未來 20 年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之水資源供需平衡，依行政院 85 年 3

月 27日台 85經 08128號核定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研擬「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

畫」，以民國 110年為目標年，報行政院核定後作為未來水資源開發計畫推動之依據。此外，依

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89年 12月 20日（89）環署綜字第 0070499號公告「政府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辦法」，有影響環境之虞的政府政策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

領計畫」屬水利開發政策，依前述作業辦法之規定應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鑑於台灣地區都會生活圈之形成與城鄉發展差距的縮減，水資源的規劃方向將由傳統的流域

性規劃邁入區域性的水資源整體聯合調配來規劃。另配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綜合開發

計畫」及「區域計畫」將台灣地區分為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等四區域，因此，水資源的規劃

與調配亦將以此四區域為單元進行該四區域內的水資源供需分析。為因應各區域未來各期程之水

資源供需情勢，經濟部水利署〈前經濟部水資源局〉業於民國 88 年 6月完成各區域之「水資源

綜合發展計畫」，此外考量到 21 世紀是環境保育的世紀，為期水資源重大計畫更能兼顧環保生

態之課題，將秉持「節流與開源並重」、「生態保育與開發利用兼顧」及「取水者付費，受限者

得償與破壞者得罰」三原則，並積極改善現有水資源之經濟利用效率，期使水資源的利用達到永

續發展的目標。故今後水資源規劃發展方向，在考量水資源是有限、寶貴的資源，同時水資源計

畫又須兼顧水土及環境生態的維護，區域水資源的供需；必須在水資源供給潛能限制與區域（地

區）整體發展需求之間取得平衡。經濟部水利署〈前經濟部水資源局〉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並參酌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綜合彙整已完成之北、中、南、東四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研

擬「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建議在需求總量管制之前提下，以「積極推動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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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水資源運用，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適度開發水源」作為台灣地區未來水資源開發之

主要政策。 

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涵蓋地區包括台灣本島及離島之澎湖縣與金門、馬祖地區，

「金門地區水資源整體開發計畫」及「馬祖地區水資源整體開發計畫」已奉行政院民國 86年 11

月 11 日台 86 經 43503 號函核定；「澎湖地區水資源後續開發計畫」亦已奉行政院民國 87 年 6

月 10日台 87經 28279號函核定，目前每年均編列預算持續推動中，本計畫亦摘列該地區之水資

源供需資料。 

配合政府推動建設綠色矽島，發展水本社會，於「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中針對台

灣整體發展擬定不同期程之水資源開發計畫，奉核定後列管如期推動，確保穩定供水品質，另配

合國家整體建設發展適時檢討修正，以維持各地區水資源供需之平衡，及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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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為因應未來 20年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之水資源供需平衡，依據行政院 85年 3

月 27日台 85經 08128號核定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以民國 110年為目標年，研擬「台

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作為未來水資源開發計畫推動之依據。 

本計畫研擬之主要原則係遵照「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所揭櫫「節流與開源並重」、「生

態保育與開發利用兼顧」及「取水者付費，受限者得償與破壞者得罰」三項水資源開發原則，並

將積極改善現有水資源之經濟利用效率之原則納入考量，以符合國際間水資源之發展趨勢，並在

生活環境的改善、生產環境的建設及生態環境之維護上取得適當平衡，以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的

總體目標。 

遵循以上原則，本綱領計畫之計畫目標有三： 

一、滿足未來生活與工業用水 

民國 85年生活及工業用水若扣除自行取水部分不計，由自來水系統供應者約有 29.7億噸，

預估未來在生活品質提昇及穩定水源供給的要求下，部分自行取水的量應轉由自來水系統

供應。配合各區域經濟的成長、人口的增加、自來水普及率的提昇，工業發展維持高成長，

預估至民國 110 年，生活及工業用水自來水系統須供應水量將增加至 55.1 億噸，在考慮系

統缺水風險及管網尚未全數連通的情況下，民國 110 年的水利設施對生活及工業用水之可

靠供水量應提昇至每年 55 億噸，與民國 85 年自來水供應生活及工業用水量比較約增加 25

億噸。若生活用水經實施節約措施成效良好，則民國 110年生活用水量可節約 4.8億噸。所

增加的供水量優先考量加強水資源運用以為因應，若仍有不足再考慮其他替代水源如海水

淡化、水再生利用、地下水補注與回用等方式，最後方考量興建蓄水設施如離槽水庫、人

工湖等措施。 

二、追求水資源之永續利用 

在追求永續經營之終極理念下，水資源開發亦須著眼於如何與自然相調和，同時亦具維護

既有生態環境之義務，因生態系統甚為脆弱，一旦被破壞便難以於短時期內再復原貌甚至

就此終結，須審慎對待之。與水資源供應最密切相關之自然環境不外乎河川，河川於單位

時間之流水量稱為河川內流量，為構成河川之主體，與河川生物與非生物環境息息相關；

而維護河川生態系統穩定活動所需之流水量，稱為河川保留基準流量或稱河川生態基準流

量，消極面上除應避免因不當之水資源開發行為影響原有之河川生態系統外，積極面上更

須就如何在任何時候（尤其是枯水期時）妥善維持河川生態基流量進行完善考量，以達到

生態保育之目的。除此之外，於水資源匱乏地區，宜自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角度構思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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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設法將雨、污水分別收集處理，污水處理後可規劃回收供學校機關、部隊作為廁所

沖洗、工廠機具洗滌、高爾夫球場、植物園草木澆灌或達一定水質標準後供農業灌溉使用，

則不僅可減輕河川下游之水質污染，因此所節餘之部分水量又可供應他用，符合永續利用

之原則。 

三、需求總量管制 

考量台灣地區過去的經濟成長趨勢及衡量未來生活品質的提昇及產業的發展，台灣地區用

水預期仍有持續成長之趨勢。惟為維持水土及生態環境，水資源不可能無限制的開發，可

利用的水資源實為有限，未來的水源供應觀點宜改弦更張，由往昔以開發來滿足需求之方

向轉變為檢討需求並以有限度之供給為考量。評估台灣地區（不含澎湖、金門、馬祖）過

去的各標的用水量總和約在每年 179億噸至 194億噸間。 

再考量未來加入 WTO後，為能機動配合未來經濟成長及生活品質的提昇、同時為了追求永

續經營的環境保育目標，除須注意河川潛能量及限制地下水抽用量外，亦將持續提昇水資

源之經濟利用效率，乃將民國 110 年以後台灣地區總需求用水量定為每年 200 億噸作為需

求總量管制之目標。 

本計畫民國 110年後之水資源需求面、供給面之量化目標，列如下： 

需求面：民國 110年後台灣地區總用水量不超過於 200億噸，其中農業需水量 120億噸，

生活需水量 35億噸，工業需水量 30億噸，保育用水量維持 15億噸。 

供給面：民國 110 年後總需水量 200 億噸之供水來源，河川取水 110 億噸，水庫調節 50

億噸，地下水源 40億噸；另外生活及工業用水可靠供水量由民國 85年 30億噸增加至民

國 110年 55億噸。 

 

民國 110年後總需水量及水資源利用示意圖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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