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流程
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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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審議目的
就主辦機關提出計畫之規劃內
容妥適性、工程經費概估合理

交通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規劃書圖重點
1. 工程計畫之必要性
2. 工址（基地）資訊

性等提供審查意見，供彙整機
關綜理彙辦。

3. 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4. 工程計畫可行性

5.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6.成本效益與財務計畫

7.規劃圖說
8.風險分析與因應策略
9.預定進度

參考圖說
計畫緣由及目標
工程概述
自然環境調查
工址說明

書圖內容要求
文字敘述，包括現況、問題、及發
1.
2.
展目標
1.
包含交通現況與需求、土地權屬、
2.
地形地質概況、水文氣象、公共管
線、可能潛在問題(如淹水、斷層、
地震)等。
3.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生
態影響及因應對策，文字敘述。
1.敘明道路（路線）功能定位。
1.包括區域交通路網
2.各路線方案評估與建議（含各方案路 2.方案規劃並評估比較各方案之
線圖）。
優劣
3.整体計畫內容，並敘明沿線工程概
3.軌道工程須說明機電、軌道及站
況。
址規劃
4.交通衝擊評估及維持計畫。
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預擬完工後，相關營運管理財務組
織及制度。
經費概估、財源籌措、分年經費需求
依工程規模及類別，引用類似工程
合理單價概估之預估各分年經費
需求。
依計畫性質提出相關圖說
風險分析及因應策略
條列預期風險及可能因應方案
工程預定進度表

10.因應個案需要之其他必要書圖
交通工程包括：公路工程、鐵路工程、橋樑工程、隧道工程、捷運系統工程、機場工程(跑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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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審議目的
就主辦機關提出計畫之規劃內
容妥適性、工程經費概估合理

水利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規劃書圖重點
1.工程計畫之必要性

參考圖說
計畫緣由及目標

2.工址（基地）資訊

1. 自然環境調查
2. 環境背景調查
3. 工址說明
4. 相關法規及計畫
5. 規劃基本數據

3.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4.工程計畫可行性

6.成本效益與財務計畫

1. 規劃原則
(1) 測量水準
(2) 水利設施形式
2. 方案研擬
(1) 方案研擬原則
(2) 方案研擬及比較
3. 建議方案
(1) 計畫內容
(2) 水利設施
(3) 施工方法
(4) 工程數量、概算
1. 營運管理組編列
2. 維護管理制度
經費概估、經費來源、分年經費需求

7.規劃圖說
8.風險分析與因應策略
9.預定進度

依計畫性質提出相關圖說
預期風險及因應策略
工程預定進度表

性等提供審查意見，供彙整機
關綜理彙辦。

5.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10.因應個案需要之其他必要書圖
水利工程包括：港灣工程、水庫工程、自來水工程、河川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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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圖內容要求
文字敘述，包括現況、問題及發展
目標
1.包括土地權屬、自然環境（如地
形地質概況、水文氣象等）
、工址
現況、可能潛在問題（如淹水、
斷層、地震等）
、相關文獻、及法
規蒐集
2.計畫目標年人口、相關數據推估
（如需水量、防洪標準等)之方法
及理論基礎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生
態影響及因應對策，文字敘述
1.規劃原則
(1)測量成果
(2)水利設施種類、設計準則、材
質及施工方法等，以及處理方
式，及配置等。
2.包括方案研擬原則及水利設施
評選，以比較優劣
3.敘明定案計畫內容，包括水利設
施平面圖、最佳方案和可行替代
方案、相關施工方式、工程項目
內容及需要經費
預擬完工後，相關營運管理財務組
織及制度
依工程規模及類別，引用類似工程
合理單價概估之預估各分年工程
項目及經費需求
條列預期風險及可能因應方案

C
審議目的
就主辦機關提出計畫之規劃內
容妥適性、工程經費概估合理

建築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規劃書圖重點
1. 工程計畫之必要性

參考圖說
配合左列審查重點提供適當之說明書
圖，如規劃設計緣由及目標

書圖內容要求
文字敘述，包括現況、問題、及發
展目標

7. 規劃圖說，包括建築量體研擬

包括土地權屬、周邊環境、都市紋
理、地形地質概況、可能潛在問題
(如淹水、斷層)等(鉅額以上之工
程應先完成地形測量及地質調查
工作)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影響(含
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交通影響)及因應對策，文字敘述
依照相關空間面積標準所研擬之
需求計畫、空間之定性及定量
空間面積計算表，包括有空間類
別、使用人數、單位面積、使用面
積等。
敘明可能衍生之一般性(如水電、
營運計畫(或使用計畫)、管理哲學、人
保養、人事…)及特殊性的管理維
力及財力計畫
護成本
依建築面積及設備需求引用類似
經費概算、財源籌措、分年經費需求
工程合理單價概算之。【建築單位
造價部份應註明構造形式並參照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
定標準編列】
示意圖說

8. 風險分析與因應策略

預期風險及因應策略

9. 預定進度

工程預定進度表

2. 工址（基地）資訊

性等提供審查意見，供彙整機
關綜理彙辦。
3. 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4. 工程計畫之需求

5. 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6. 成本效益與財務計畫

基地說明

10.因應個案需要之其他必要書圖
建築工程包括：山坡地開發、建築工程、工業區開發工程、機場工程(航站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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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列預期風險及可能因應方案

D
審議目的
就主辦機關提出計畫之規劃內

能源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規劃書圖重點

參考圖說

1. 工程計畫之必要性

1.計畫緣由及目標

2. 工址(基地)資訊

※工址調查說明

2.工程概述

關綜理彙辦。

計畫必要性、供需分析
包括土地權屬、周邊環境、可能潛

容妥適性、工程經費概估合理
性等提供審查意見，供彙整機

書圖內容要求

在問題、地形測量及地質調查工作
3.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環境影響說明、評估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影響及
因應對策

4.工程計畫可行性

1.方案評估

※2.工法檢討

5.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1.營運維護管理組織擬議
2.營運維護管理制度概述

6.成本效益與財務計畫
7.規劃圖說

1.總概算經費及分年經費需求

計畫經費估算、重要系統設備經費

2.回收年限、淨現值估算

分析、計畫期間分年需求概算

依計畫性質提出相關圖說

8.風險分析與因應策略
9.預定進度

1.工程預定進度表

10.因應個案需要之其他必要書圖
※

視計畫性質提供。

1.

能源工程包括：發電工程、輸配電工程計畫、輸油氣輸送管線工程計畫。

2.

能源工程計畫之「概述及內容」與「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之必要圖說」合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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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包方式

E
審議目的
就主辦機關提出計畫之規劃內
容妥適性、工程經費概估合理

環保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參考圖說內涵表

規劃書圖重點
1. 工程計畫之必要性
2. 工址(基地)資訊

性等提供審查意見，供彙整機
關綜理彙辦。

3. 環境影響概述、說明或評估

4. 工程計畫可行性

5. 營運、維護管理計畫
6. 成本效益與財務計畫

參考圖說
1. 計畫緣由、目標
2. 工程概述
1.自然環境調查 2.環境背景調查
3.相關法規及計畫 4.計畫目標年
5.人口預測
6.數據之推估
7.既有環保設施之承受量
1.現況說明
2.環境影響預測
3.影響減輕及預防對策
4.施工對環境衝擊及因應對策
1.計畫內容
2.環保設施
3.施工方法及管材
4.工程數量及工程費概算
5.方案研擬原則 6.方案研擬及比較
1.營運管理組織編列 2.用戶接管制度
3.操作維護管理
1.財源籌措
2.各期財務分析

7. 規劃圖說

1.測量水準依據
2.環保設施系統
3.依計畫性質提出相關圖說

8. 風險分析與因應策略
9. 預定進度

預期風險及因應策略
1.分期原則及分年計算 2.工程預定
進度表

10.因應個案需要之其他必要書圖
環保工程包括：下水道工程、污水處理廠工程、焚化廠工程、掩埋場工程、土方資源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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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圖內容要求
文字敘述，包括現況、問題及發展
目標。
文字敘述，包括自然環境現況、既
有維生管線系統現況、及法規蒐
集；人口預測方法及理論基礎、相
關環保數據推估、現有環保設施承
受體之調查
分析施工時可能對當地造成之環
境影響程度並提出預防及因應對
策
敘明計畫內容，包括環保設施平面
圖、最佳方案和可行替代方案、相
關管渠施工及相關建設費概算；方
案研擬原則及環保設施系統評
選，以比較優劣
預擬系統完工後，相關營運管理財
務組織及制度
包含財源籌措來源及方式並依期
程加以分析
1. 測量成果
2. 環保設施種類、設計準則、材
質及施工方法等，以及處理方
式，及施配置等
條列預期風險及可能因應方案
制定分期原則，並依此原則概述各
分年工程項目內容及需要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