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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詮釋資料 資料典 

主階層 子階層 

河川 

水位 

日水位 50 215 

日水位年度統計 51 216 

日水位歷年統計 51 216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56 218 

時水位 41 221 

即時水位資料 42 222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44 222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45 222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46 222 

警戒水位值 47 222 

流量 

日流量 40 223 

日流量年度統計 40 224 

日流量歷年統計 40 224 

時流量 48 227 

河川流量測站站況 49 228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43 226 

無因次單位歷線 50 230 

實測流量含砂量 58 227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51 230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52 231 

河川管理 

河川斷面樁資料 53 231 

河川代碼 54 231 

疏濬點位資料 55 232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統計 56 232 

河川支流 59 234 

河川河道 60 234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223 264 

河川土地 -- 

水利事業歷史用地取得作業執行情形 61 234 

水利署轄管河川綠美化場地可開放認養

維護管理案件表 

224 265 

水利署轄管河川或排水綠美化場地已認

養維護管理案件表 

225 265 

地下水 -- 

地下水日水位 62 234、235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63 235 

地下水水位觀測井井況 64 236 

地下水時水位 65 237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66 238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_現存 68 239 

鑿井記錄 69 239 

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站況基本資料 69 239 

地下水水質 70 240 

地層下陷 -- 

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 71 242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基本資料 72 242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監測資訊 73 242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基本資 226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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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監測資

訊 

227 274 

水資源相

關單位 
--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74 243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 75 243 

水資源分區圖 76 243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61 243 

水源特定區圖 88 243 

淹水災情 -- 

設施水利災情 110 243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112 243 

淹水災情 78 253 

淹水災情-照片 79 254 

環境敏感 

-- 

高屏溪水系隘寮溪支流武洛溪區域範圍

圖 

228 276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濁口溪區域範圍

圖 

229 276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隘寮溪區域範圍

圖 

231 276 

自來水水

質 

水量保護

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資料 85 244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與執行成果 86 244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圖 102 244 

專戶運用小組名單 87 245 

河川生態 

水利署兩棲類調查資料 89 245 

水利署爬蟲類調查資料 90 245 

水利署哺乳類調查資料 91 246 

水利署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 92 246 

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93 246 

水利署鳥類調查資料 94 247 

水利署植物調查資料 95 247 

水利署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97 248 

水利署藻類調查資料 98 248 

溫泉 臺灣溫泉監測季報 232 280 

水庫集水

區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233 281 

易淹水 
歷史淹水資料 77 243 

淹水潛勢圖 81 243 

水庫 --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99 249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99 249 

警戒水庫水位值 100 250 

水庫堰壩位置圖 101 250 

水庫基本資料 103 250 

水庫淤積量 104 251 

水庫營運 105 251 

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106 252 

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107 252 

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108 252 

枯旱預警 109 252 

水庫日水位 234 285 

防洪設施 --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57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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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111 254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112 254 

防汛備料地點 113 255 

中央管河川河堤 114 255 

中央管海堤 115 255 

中央管排水 116 255 

中央管水門 117 255 

抽水站水情 78 253 

抽水站位置圖 80 254 

水權 -- 水權統計資料 118 255 

近海水文 

-- 
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 123 256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圖 124 256 

潮位 

時潮位 119 256 

潮位月統計 120 256 

近海水文潮位站位置圖 120 256 

波浪 
波高週期波向資料 121 256 

波高週期統計資料 122 257 

降雨 -- 

雨量站站況 125 257 

時雨量 126 259 

日雨量 127 260 

日雨量年度統計 128 261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128 261 

警戒雨量值 130 263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130 263 

HORNER 參數表 131 264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現存站 132 264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已廢站 133 264 

水利署所屬雨量站基本資料 134 264 

水利管理 

工程管理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opendata) 135 265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136 266 

水利工程契約範本 235 299 

計畫管理 

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料 137 267 

水利署研究計畫報告書基本資料 138 268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140 269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142 272 

水利署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139 268 

投資開發 

水資源投資統計資料 144 276 

水資源建設決算表 145 276 

水資源研發決算表 146 277 

知識管理 

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導 147 278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148 279 

水利署電子報 149 279 

河川復育英文版案例報導 150 279 

河川復育英文版新聞 151 279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152 279 

河川專題文章 153 279 

河川新訊 154 280 

政策學習案例 154 280 

影音撥放平台 15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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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階層 子階層 

水利法規 156 281 

水利署河川主題網站 156 281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 158 277 

水利署圖書清單 195 278 

河川名詞庫 157 281 

水利知識文章 236 313 

一般行政 

水資源作業基金法定預算 159 281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決算 161 281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會計報告 162 282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會計報表 167 282 

水利署組織職掌及聯絡方式 173 282 

水利署最新消息 174 282 

水利署及所屬法定預算 174 282 

水利署及所屬預算案 176 282 

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177 282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179 283 

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 182 283 

水利署_決算書 183 283 

水利署_招標及決標訊息 184 283 

水利署_預算書 185 283 

水利署_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86 284 

水利署_相關行政救濟案例 187 284 

水利署_行政指導文書 188 284 

水利署_施政計畫 188 284 

水利署_統計動態 189 284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成果經費統計

(鄉鎮市區公所) 

190 284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191 284 

意見信箱 192 285 

意見信箱(密件) 193 285 

成果與會議照片集 194 285 

署長文稿 194 286 

水利節表揚大會 196 287 

自來水管承裝商聘僱中人員統計資料 196 287 

水利署國賠統計 200 286 

水利署統計資料指標 201 286 

水利署公務統計方案 203 286 

水利署統計書刊 204 286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206 288 

水利統計 --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198 287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199 287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143 265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147 265 

自來水用水量 199 287 

水利署公務統計報表 202 288 

水利署統計分析 20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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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說明 

緣起及目的 

本計畫係依據行政院 99 年 6 月 4 日會訊字第 0992460596 號

函及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規劃遠景目標策略，辦理資料交換

相關工作項，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另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及「103-105 年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

政府資料開放推動計畫」制定本計畫作業內容，藉由機器間資料

交換予民眾做相關應用，讓政府政策及資料更加透明，創造政府

與人民雙贏局面。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是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經由政府資

訊的開放，可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提升施政效能，滿足民眾需

求，強化民眾監督政府的力量。配合雲端運算及行動服務時代來

臨，在政府資源有限下，善用民間無限之創意，整合運用政府開放

資料，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發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更

是行政院推動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發展的重要主軸。歐美主要國

家及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近年來亦大力倡議及推

動「開放政府」作為政府治理及服務創新之重要策略，已蔚為國際

趨勢。 

於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報告指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

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滿足產業界需求，對

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可見其重要性，故

應自民眾的應用面發想，思考使用端之需求，在規劃時也要考慮

到機器讀取介面的必要性。 

水利署自 102 年起，利用雲端技術建立資料提供的基礎環境，

期許做到資料「共通」及「共享」的要求 。然為機關間資料交換

及供民眾之 Open Data 使用，為讓一般大眾可簡易使用，且更進一

步加強現有資料交換速度與強化多人使用之穩定性，以提供「正

確」資料予機關及民眾。建立了一套水資源交換標準，做為資料內

容之品質確保之機制，以提供正確的資料給交換的政府機關及民

眾，來因應現有水環境的嚴峻挑戰。 

為促進水資源資料之有效管理與整合，水利署研訂相關規範

及格式標準，以整合分散在各部門之水資源空間地理資料及時序

性資料，希能提高水資源資料互通、共享，減少重複調查、建檔等

工作，並期全面提昇水資源規劃、管理、決策能力。乃於 95 年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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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水資源資料格式標準」，做為署內各業務組室建置資料之參考

依據；於 102 年度擬定之「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草案）」（XML），

則參酌「水資源資料格式標準」所研訂，透過以組室及應用系統為

單元之清查方式將水利署目前維護中之資料內容進行盤點，並規

劃 XML 為基礎之交換標準架構，將水利署資料(開放與不開放資

料)讓機關與民眾介接資料時有一致性之內容格式遵循，並搭配標

準維護及資料入庫及介接等相關系統功能，以提升水資源資料之

共通、共享。 

範圍 

水利署內所有水資源相關資料，皆可納入水資源資料交換標

準。並參考「水資源空間資料標準」之套件項目，並新增近海水文

與水資源行政水利管理、水利統計等三類，規範共 14 大類的主要

階層。再依據應用目的、來源性質，建立並歸屬對應之子階層。河

川包含水位、流量及河川管理等三個子階層；環境敏感包括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河川生態、溫泉、水庫集水區、易淹水等五個

子階層；近海水文包含潮位及波浪等兩項；水利管理階層包括工

程管理、計劃管理、投資開發、知識管理及一般行政等五項子階

層；而河川土地、地下水、地層下陷、水資源相關單位、淹水災情、

水庫、防洪設施、水權、降雨及水利統計等十個交換標準階層並無

細分子階層。整體規劃主階層、子階層分類架構如表 1 所示。 

表 1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階層分類架構表 

項次 主階層 Main Category 子項次 子階層 Sub-category 

1 河川 River 

11 水位 Water Level 

12 流量 Water Flow 

13 河川管理 River Management 

2 河川土地 River Cadastre -- 

3 地下水 Groundwater 
-- 

-- 

4 地層下陷 Land Subsidence -- 

5 
水資源相關

單位 
Related Agency 

-- 

6 淹水災情 Flood -- 

7 環境敏感 
Sensitive 

Environment 

71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Water Source 

Quality and Volume 

Protection Area 

72 河川生態 Ecology 

73 溫泉 Hot Springs 

74 水庫集水區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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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階層 Main Category 子項次 子階層 Sub-category 

75 易淹水 Flood Prone 

8 水庫 Reservoir -- 

9 防洪設施 Flood Protection -- 

10 水權 Water Rights -- 

11 近海水文 Inshore 
111 潮位 Tidal 

112 波浪 Wave 

12 降雨 Rainfall -- 

13 水利管理 Administration 

131 工程管理 Construction 

132 計畫管理 Project 

133 投資開發 Investigation 

134 知識管理 Knowledge 

135 一般行政 Administration 

14 水利統計 
Statistic of 

Water Resources 
-- 

 

應用場合及使用限制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適用於經濟部水利署中各業務主管機

關，或其他在業務上有介接水資源資料需求之機關單位，如國發

會、環保署、經濟部等。透過交換標準，各業務組室僅須制訂資料

交換的格式，並提供資料庫連線資訊至水利署資訊室，水利整合

雲平臺即會協助產生服務，提供資料介接。 

交換標準可分為「提供民眾使用」、「跨機關使用」及「署內使

用」等三種使用範圍，若該資料不涉及機敏性或相關法規限制者，

可免費或付費提供民眾、跨機關或署內使用。交換標準資料若涉

及機敏性、依據相關法規限制或由機關首長同意不開放資料者，

則僅提供跨機關或署內交換使用。 

參考文件 

1. 國際標準組織  211 技術委員會地理資訊詮釋資料標準 

ISO/TC211，民國 98 年，國際標準組織 211 技術委員會 

2.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流通共享相關標準制度，民國 93 年，內政

部 

3.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共同規範，民國 98 年，內政部資訊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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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資源空間資料標準（第二版），民國 100 年，經濟部水利署 

5. 政府資訊公開法，民國 94 年 12 月 28 日，法務部（詳見附

錄一） 

6.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http://data.gov.tw/principle），

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詳見附錄二） 

7. 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民國 104 年 7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 

專有名詞及縮寫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及縮寫） 定義 參考來源 

水資源資料交

換標準 

Taiwan Water 

Exchanging Data 

全銜為 Taiwan Water 

Exchanging Data，規範

本署提供內、外部資料

交換之資料集詮釋資料

與標準規格。 

本文件 

可擴充標記語

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由 W3C 定義之資料描

述結構標準 
W3C 

開放資料 Open Data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開

放對外提供之資料 

政府資料公

開法 

XML 結構語言 
XML Schema 

（XSD） 

一種描述 XML 結構之

XML 語言 
W3C 

資料集 Data Set 

一群相關電子資料之集

合，為本規範資料交換

及開放之基本單位 

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資料

使用規範 

制定與維護機關 

本標準之維護及更新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其聯絡資訊如下： 

● 聯絡單位：經濟部水利署資訊室 

●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1 號 4 樓 

● 電話：（04）2250-1433 

● 電子郵件信箱：norrithho@wra.gov.tw 

 

注意事項 

本交換標準係採滾動式管理，各項資料集之內容與資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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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業務異動及其他需求進行調整，請以「水利整合雲平臺」查

詢之交換標準 XML Schema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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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結構 

交換標準 XML Schema 結構說明 

XSD 取得路徑 

XSD 主檔路徑 

1. 非開放資料 XSD 主檔位址：http://twed.wra.gov.tw/twedml/<

版本>/twedml.xsd， 例如，非開放資料的水資源資料交換標

準 0.9.0 版的 XSD 主檔位址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0.9.0/twedml.xsd 

2. 開放資料 XSD 主檔位址：

http://twed.wra.gov.tw/twedml/opendata/<版本>/twedml.xsd 例

如，開放資料的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0.9.0 版的 XSD 主檔位

址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opendata/0.9.0/twedml.xsd 

3. 【請注意】目前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仍屬草案階段，所以使

用 0.9.0 版，該版號謹提供參考，待正式上線後，版本將由 

1.0.0 開始啟用。 

資料集 XSD 路徑 

一個階層所有資料集的  xsd 內容都在同一個  xsd 

檔案中，如 [河川 ]這  個階層的  xsd，皆在  /<版本

>/HydrologyRiver/HydrologyRiver.xsd。 亦可透過標準查

詢，資料集的詳細內容中的[XSD]按鈕，直接取得該 資料

集所在階層的 xsd 檔案。 

標準 Xml Schema Definition 結構說明 

根元素(root element) 

標準所有元素的根元素都必須是

「TaiwanWaterExchangingData」 

命名空間(namespace) 

http://twed.wra.gov.tw/twedml/0.9.0/twedml.xsd
http://twed.wra.gov.tw/twedml/opendata/0.9.0/twedml.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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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名空間會依各版本變化 

2. 非 開 放 資 料 的 命 名 空 間 模 板 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version>， 其中<version>為版

本 編 號 ； 例 如 ， 標 準  0.9.0 版 的 命 名 空 間 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0.9.0 

3. 開 放 資 料 的 命 名 空 間 模 板 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opendata/<version> ，  其 中

<version>為版本編號；例如，標準  0.9.0 版的命名空間為

http://twed.wra.gov.tw/twedml/opendata/0.9.0 

4. 【請注意】目前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仍屬草案階段，所以使用

0.9.0 版，該版號謹提供參考，待正式上線後，版本將由 1.0.0

開始啟用。 

資料資料集分類-階層 

1. 階層在本系統指的是標準結構中的一種  XML 節點(XML 

node)，用以分類標準的資料集，所以階層擁有 XML 樹狀結 

構的特性，即階層的分類具有主從關係，可有子分類來達成 更

細的分類。 

2. 將資料集歸屬於特定階層下，可達成資料集的分類目的。 

3. 下圖範例，表現出主從分類關係，如第一層分類含 Tapwater、

DisasterPrevention、 River；而第二層分類  WaterLevel、

Waterflow、RiverManagement 與 RiverRecovery 為 River 的

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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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圖範例，則表現 LandSubsidence 這個階層含有三種資料集 

(HistoricalRecordofLandSubsidenceWell、LandSubsidenceWell、

LevelRecordofLandSubsidenceWell) 

 

資料集欄位資料型態 

1. 以 XML Schema 的資料型態來定義資料集欄位資料型態(詳

細資料型態說明請參考  http://www.w3.org/TR/2004/REC-

xmlschema-2-20041028/d atatypes.html) 

(1) string：字串 

(2) int：16 位元整數 

(3) long：64 位元整數 

(4) decimal：十進位實數 

(5) datetime：時間(年月日時分秒) 

(6) time：時間(時分秒) 

(7) base64Binary：數位資料以 base64 表示 

(8) double：64 位元浮點數 

2. 資料型態轉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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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schema MS Sql MySQL Oracle 

int bit, tinyint, 

smallint, int 

TINYINT, 

SMALLINT, 

MEDIUMINT, INT 

INT,INTEGER,S

MALLINT 

long bigint BIGINT  
decimal numeric DECIMAL NUMBER 

double float, real, money, 

smallmoney 

FLOAT, DOUBLE FLOAT, REAL, 

DOUBLE 

datetime datetime, 

smalldatetime, 

DATETIME, 

TIMESTAMP 

DATE, 

timestamp 

time time TIME  

string char, varchar, 

nchar, nvarchar, 

ntext, text, GUID 

CHAR, 

VARCHAR, TEXT 

CHAR, 

VARCHAR2, 

VARCHAR, 

NCHAR, 

NVARCHAR2, 

CLOB, NCLOB 

base64Binary binary, varbinary, 

blob 

BINARY, 

VARBINARY, 

BLOB 

BINARY, 

VARBINARY, 

BLOB, RAW 

decimal numeric DECIMAL NUMBER 

空間資訊 

1.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使用的空間資訊將引用 GML 3.1.1 版， 

命名空間為 http://www.opengis.net/gml。 

2. 以  GML 的抽象(abstract)元素(Element)AbstractGeometry 的

繼承元素(如 GML:Point)，描述此資料的空間資訊，XSD 範例 

如下： 

<!-- 

下面為設定 WaterLevelStation 這個資料集的 Schema， 

此資料集含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為 StationName，其資料型態為 string； 一個欄位為 

Position，其資料型態為 gml:Point。 

--> 

<!--匯入 GML 3.1.1 --> 

<xs:import namespace="http://www.opengis.net/gml" 

schemaLocation="http://schemas.opengis.net/gml/3.1.1/base/gml.xsd "/> 

<!--設定 GML 的 prefix --> 

<xsd:complexType name="WaterLevelStationType"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xsd:all> 

<xsd:element name="StationName" type="xsd:string"/> 

<!--設定一個欄位 Position 資料型態為 gml:Point--> 

<xsd:element name="Position"> 

http://www.opengis.net/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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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d:complexType> 

<xsd:all> 

<xsd:element ref="gml:Point"/> 

</xsd:all>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all> 

</xsd:complexType> 

 

3.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使用  GML:AbstractGeometry 的屬性 

srsName 來指定坐標系統，在本標準中，將使用國際通用之 

EPSG 坐標參考系統編碼表示之，代碼如下 

(1) 以「EPSG:3824」代表以 TWD97 為基準而定義之經緯度 坐標

系統(二維考量)。 

(2) 以「EPSG:3825」代表以東經 119  度為中央經線的 TWD97 二

度 TM 平面投影坐標系統。 

(3) 以「EPSG:3826」代表以東經 121  度為中央經線的 TWD97 二

度 TM 平面投影坐標系統。 

(4) 以「EPSG:3827」代表以東經 119  度為中央經線的 TWD67 二

度 TM 平面投影坐標系統。 

(5) 以「EPSG:3828」代表以東經 121  度為中央經線的 TWD67 二

度 TM 平面投影坐標系統。 

(6) 以「EPSG:4326」代表 WGS84 之經緯度坐標。 

4. 水資源資料標準含空間資訊的 XML 範例： 

<WaterLevelStation> 

<StationName>SN-11343</Statio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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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 

<gml:Point srsName="EPSG:3826"> 

<gml:pos>262124.39 2651650.06</gml:pos> 

</gml:Point> 

</Position> 

</WaterLevelStation> 

交換標準詮釋資料(XML)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各版本的詮釋資料 XML 檔位址如下， 

非開放資料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版本>/<資料集結點

名稱>例如，0.9.0 版非開放資料的[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metadata xml 檔案位址為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0.9.0/Fish.xml 

開放資料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opendata/<版本>/<資

料集 結點名稱>例如，0.9.0 版開放資料的[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metadata xml 檔案位址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9.0/Fish.xml 

交換標準詮釋資料結構(XSD) 

水資源資料標準之詮釋資料繼承 Dublin Core，Dublin Core 命

名空間為 http://purl.org/dc/elements/1.1/，使用 Dublin Core Version 

2008-02-11，以 DataSetMetadatas 為根元素，交換標準資料集詮釋

資料的命名空間為 http://twed.wra.gov.tw/Metadata/DataSet/<版本

> ， 交 換 標 準 欄 位 詮 釋 資 料 的 命 名 空 間 為

http://twed.wra.gov.tw/Metadata/Schema/<版本>。 

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含十五項元素，水資料交換

標準 使用了其中六種，請參考下表所示： 

元素英文名稱 元素中文名稱 描述 

Title 題名 資源被賦予的名稱 

Description 描述 文件的摘要或影像資源的內容敘述 

Type 資源類型 資源之性質或類型 

Format 資料格式 資源之實體或是數位媒體 

Identifier 資源識別代 

號 

資源在給定背景中明確的關連 

Language 語言 資源內容之語言。 

http://www.opengis.net/gml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0.9.0/Fish.xml
http://twed.wra.gov.tw/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9.0/Fish.xml
http://purl.org/dc/element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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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資料集詮釋資料含十五項元素，如下： 

元素英文名稱 描述 

StandardPath 資料集於 TwedML 的 XPath 

MainClass 格式標準大類 

MiddleClass 格式標準中類 

SmallClass 格式標準小類 

Encoding 編碼格式 

DataMakePeriod 資料產製週期 

DataCapcity 資料量 

DataUseTiming 資料使用時機及頻率 

DataLifeCycle 資料之生命週期 

UpdateFrequency 更新頻率 

IsOpenData 是否為 Open Data，值為 "是"或"否" 

DataProducerUnit 資料產製機關 

DataProducerContactor 資料產製聯絡人 

DataProducerTel 資料產製聯絡人電話 

DataProducerEmail 資料產製聯絡人 Email 

交換標準欄位詮釋資料含四項元素，如下： 

元素英文名稱 描述 

Name 欄位在標準裡的標籤名 

PrimaryKey 此欄位是否為 PrimaryKey 

Description 欄位說明 

DataType 欄位資料型態 

以下圖示為詮釋資料的格式 

twed_mds : 交換標準資料集詮釋資料的命名空間 

 

twed_ms : 交換標準欄位詮釋資料的命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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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料 

本資料交換標準之詮釋資料項目係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中華

民國 104 年 7 月公告之「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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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詮釋資料項目說明 

項目 說明 

分類編號 服務分類編號 3 碼 18 類。 

(依政府入口網服務分類編號選填) 

資料集編號 16 碼資料集編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的全名。(建議 255 字元以內) 

資料集描述 資料集內容描述。(建議 500 字元以內)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欄位之名稱、屬性及內容簡要說明(建議 255 字元以內) 

資料集類型 說明資料格式類型，填寫 rawData、TOOLS 或 SERVICES(含 API)等。 

授權方式 資料集授權方式。(填授權方式之名稱) 

授權說明網址 資料集授權方式說明網址。 

計費方式 使用資料所應付之費用。(填寫免費或付費) 

計費說明網址 資料集計費說明之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計費法令依據之說明描述或網址。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機關名稱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名稱。資料開放應以部會或地方政府為中心統籌規劃

其所屬機關資料集管理作業，本欄位係載明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名稱，如

總統府、五院、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或地方政府名稱等，可依中央及地方機關

需求填寫。機關內部使用，可不對外網頁呈現。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機關聯絡人 

電子郵件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資料集提供機關名稱 資料集之提供機關名稱。 

資料集提供機關 

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 

聯絡人電話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電話號碼。 

資料集提供機關 

聯絡人電子郵件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更新頻率 資料集之更新頻率。 

開始收錄日期 開始收錄資料之年月日。這裡係指資料(data)之開始收錄日期，並非資料集

(dataset)。 

結束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資料之年月日。這裡係指資料(data)之結束收錄日期，並非資料集

(dataset)。 

發布時間 資料集正式發布的日期時間。(發布於資料開放平臺的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詮釋資料之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資源的地理空間特徵描述。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詮釋資料使用語言。 

資料集相關網址 資料集資源的原網址(資料集來源網址)、資料集說明網址、或其他資料集相關連

結。 

標籤/關鍵字 資料集的重要關鍵字或描述標籤，供檢索使用。 

資料量 資料集收錄資料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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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備註 資料集相關資訊備註說明。 

資料資源編號 19 碼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資料資源內容描述。(建議 500 字元以內) 

檔案格式 資料集提供之檔案格式。 

編碼格式 資料資源的編碼格式，以 Unicode 或 UTF-8 為主。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間。包括「資料資源的詮釋資料描述更新時間」、「資料資源

的資料欄位定義更新時間」、以及「資料資源的資料內容更新時間」。 

1. 資料資源的詮釋資料描述更新時間，為所屬的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之

更新時間，即為資料資源描述、檔案格式、編碼格式、資料存取網址、資

料下載網址、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等詮釋資料的更新修改的時間。 

2. 資料資源的資料欄位定義更新時間，即為自資料資源中新增、修改、刪除

資料欄位定義或設定，所記錄之時間。例如，新增一個新的資料欄位、修

改資料欄位名稱。 

3. 資料資源的資料內容更新時間，為修改資料內容的時間。以資料集「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資料集清單」的資料資源(XML、CSV、JSON)為例，新增、

修改、刪除一筆清單資料之時間，即為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集提供 TOOLS、SERVICES(含 API)等存取資料之網址路徑。即不是一般檔

案下載(download)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資料集之檔案直接下載(download)網址。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之連結。 

 

資料綱要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之應用綱要包括約120項水資源資料集，

為簡化描述架構及建立高度相關資料之關聯性，本標準之應用綱

要依資料之相關性而設計包括河川、河川土地、地下水、地層下

陷、水資源相關單位、排水設施、環境敏感、水庫、防洪設施、水

權、近海水文、降雨、水利管理及水利統計等 14 個階層。 

根目錄 

標 準 所 有 元 素 的 根 元 素 都 必 須 是

「TaiwanWaterExchangingData」 

主類別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共 14 個主類別，河川、河川土地、地下

水、地層下陷、水資源相關單位、淹水災情、環境敏感、水庫、防

洪設施、水權、近海水文、降雨、水利管理、水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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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WaterExchangingData

River

River Cadastre

Land Subsidence

Groundwater

Related Agency

Flood

Sensitive Environment

Reservoir

Flood Protection

Water Rights

Inshore

Rainfall

Administration

Statistic of Water Resources
 

次類別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的 14 個主類別中依據交換標準屬性，再

細分次類別；河川包含水位、流量及河川管理等三個子階層；環境

敏感包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河川生態、溫泉、水庫集水區、

易淹水等五個子階層；近海水文包含潮位及波浪等兩項；水利管

理階層包括工程管理、計劃管理、投資開發、知識管理及一般行政

等五項子階層；而河川土地、地下水、地層下陷、水資源相關單

位、淹水災情、水庫、防洪設施、水權、降雨及水利統計等十個交

換標準階層並無細分子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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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WaterExchangingData

River

River Cadastre

Land Subsidence

Groundwater

Related Agency

Flood

Sensitive Environment

Reservoir

Flood Protection

Water Rights

Inshore

Rainfall

Administration

Statistic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Level

Water Flow

River Management

Water Source Quality and 

Volume Protection Area

Ecology

Hot Springs

Reservoir

Flood Prone

Tidal

Wav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vestigation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
 

資料集類別架構圖 

主類別

 + 次類別
 + 次類別
 + 次類別

次類別

 + 資料集
 + 資料集

From T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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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 

River

 + Water Level

 + Water Flow

 + River Management

Water Level Water Flow River Management

 + WaterLevelDaily

 + WaterLevelYearlyStatistic

 + WaterLevelHistoricalStatistic

 + RiverStageObservatoryProfile

 + WaterLevelHourly

 + RealtimeWaterLevel

 + WaterLevelAlertedArea

 + ExistedRiverStageObservatoryLocation

 + AbolishedRiverStageObservatoryLocation

 + EvaluatedAlertWaterLevel

 + WaterFlowDaily

 + WaterFlowYearlyStatistic

 + WaterFlowHistoricalStatistic

 + RiverRealtimeSurfaceFlowVelocityData

 + SandContent

 + WaterFlowHourly

 + RiverFlowObservatoryProfile

 + DimensionlessUnitHydrograph

 + Existed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n

 + Abolished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n

 + RiverCrossPile

 + RiverCode

 + DredgingData

 + AdmissionCase

 + WaterResourcesAgencyRealtimeImage

    CapturedForDisasterPrevention

 + RiverSubsidiaryBasin

 + RiverCourseBasin

From TWED

 

河川土地 

River Cadastre

 + HistoricalLandRetrievingRecord

From TWED
 

地下水 

Groundwater

 + GWLevelDaily

 + AnnualS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

 + GroundwaterWell

 + GWLevelHourly

 + HistoricalS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

 + ExistedGroundwaterWellLocation

 + NewWellRecord

 + GroundwaterQualityStation

 + GroundwaterQuality

From TWED
 

地層下陷 

Land Subsidence

 + HistoricalRecordofLandSubsidenceWell

 + LandSubsidenceWell

 + WaterRe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Subsidence

    GPSStationProfile

 + WaterRe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Subsidence

    GPSStationSubsidenceObservationData

From T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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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相關單位 

 + RiverManagementOfficeJurisdic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AndSubUnitLocation

 + WaterResourcesOfficeJurisdiction

 + WaterSourcesDistrict

 + WaterResourcesZoning

From TWED

Related Agency

 

淹水災情 

 + InundationProbabilityMaps

 + HistoricalFloodingArea

 + 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nImage

 + 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n

From TWED

Flood

 

環境敏感 

Sensitive Environment

Water Source Quality and 

Volume Protection Area

Ecology

Hot Springs

Reservoir

Flood Prone

 + Water Source Quality and Volume Protection Area

 + Ecology

 + Hot Springs

 + Reservoir

 + Flood Prone

 + Water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Profile

 + CompensationImpose

 + Water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

 + CommitteeMember

 + WaterResourcesAgencyAmphibia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Reptile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Mammal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Insecta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Fish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Aves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Plantae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PrawnCrabSurveyData

 + WaterResourcesAgencyAlgaeSurveyData

 + TaiwanHotSpringObservationQuarterlyReport

 + HistoricalFloodingArea

 + InundationProbabilityMaps

 + CatchmentAreaOfShimen

    ReservoirAndRonghuaDam

From TWED

 

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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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

 + HistoricalReservoirExecution

 + RealtimeReservoirExecution

 + ReservoirAlertMeasurment

 + ReservoirDamLocation

 + ReservoirsInformation

 + ReservoirsSedimentationStatisticalData

 + ReservoirsOperationStatisticalData

 + ZengwenReservoirRealTimeData

 + AgongdianReservoirRealTimeData

 + MudanReservoirRealTimeData

 + DroughtWarning

From TWED
 

防洪設施 

Flood Protec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RealtimeImageCapturedForDisasterPrevention

 + PumpingHydroInformation

 + 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on

 + 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onImage

 + WaterPumpingStationLocation

 + Flooddefensematerial

 + Flooddefenseshelter

 + FloodDefenseMaterialLocation

 + CentralControlledRiverBank

 + CentralControlledSeaDike

 + CentralControlledDrainage

 + CentralControlledWaterGate

From TWED
 

水權 

Water Rights

 + WaterRightsRegistration

From TWED
 

近海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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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hore

Tidal Wave

 + Tidal

 + Wave
 + CoastalOceanWeatherStationLocation

 + DistributionOfWaterResourcesAgencysCoastalDataBuoys

 + TidalHourly

 + TidalMonthly

 + CoastalOceanTideStationLocation

 + WaveTHD

 + Wave

From TWED

 

降雨 

Rainfall

 +PrecipitationStation

 + PrecipitationHourly

 + PrecipitationDaily

 + PrecipitationStatistic

 + MaximunMonthlyPrecipitation

 + RainfallAlertMeasurment

 + RainfallAlertAlertedArea

 + IntensityDurationFrequencyParameters

 + WaterResourcesAgencyExistedPrecipitationStationLoca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AbolishedPrecipitationStationLoca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RainfallStationsProfile

From TWED
 

水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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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

Investigation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

 + In-ProcessingConstruction(opendata)

 + In-ProcessingConstruction

From TWED

 + Construction

 + Project

 + Investigation

 + Knowledge

 + Administra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CommissionedProjectProfile

 + WaterResourcesAgencyResearchProjectReportProfile

 + WaterResourcesAgencyControlledProjectInformation

 + ControlledProjectStatus

 + ControlledProjectInformation

 + SeawaterDesalinationPlant

 + WaterResourceInvestment

 + WaterDevelopmentFinalAccountsSheet

 + WaterDevelopmentBudgetSheet

 + StateOfDesalinationPlantOpera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Publication

 + LibraryCatalogue

 + WaterResourceResearchAndDevelopmentProjectReport

 + RiverRestorationCommonQuestionAndAnswer

 + WaterResourcesAgencyElectronicNewsletter

 + RiverRestorationEnglishEditionCaseReport

 + RiverRestorationEnglishEditionNews

 + RiverRestorationExpertSpecialColumn

 + Riversarticle

 + RiverNews

 + PolicyCase

 + Media

 + LawsandRegulationsofHydralic

 + WaterResourcesAgencyRiverThemeWebsite

 + RiverTerminologyLibrary

 + WaterResourcesAgencyPublication

 + 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ateAgencyBudget

 + WaterResourcesAgencyUnitFinalReport

 + WaterRe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

 + 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

 + WaterResourcesAgencyOrganizationDutyAndConnec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News

 + WRALegalBudget

 + WRABudgetProposal

 + 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

 + 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ateAgencyFinancialStatement

 + StateOfDesalinationPlantOperation

 + WaterResourceInvestmentAnalysisInforma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FinalReport

 + WaterResourcesAgencyTheAnnouncementForTenderAndAwardOfPublicBidding

 + WaterResourcesAgencyBudgetReport

 + WaterResourcesAgencySubsidyCases

 + 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RemedyCases

 + 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GuidanceDocuments

 + 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Plan

 + WaterResourcesAgencyDynamicStatistics

 + WaterResourceConservationAndCompensationFundStatistics(TownCityAndDistrictOffice)

 + ElectronicalMeetingCalandar

 + PublicMailContent

 + ConfidentialPublicMailContent

 + ConferencePhoto

 + MinisterArticle

 + WaterResourcesAgencyGovernmentCompensationStatistical

 + 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alDataIndicator

 + WaterResourcesAgencyPublicserviceStatisticScheme

 + 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BooksAndPeriodicals

 + WaterResourcesAgencyHydraulicStatisticMessage

 + HydrauliFestivalPraiseConvention

 + HiringEmployeeStatisticsInformationOfTapWaterPipeInstallationFactory

 

水利統計 

Rainfall

 + TheDomesticConsumptionOfWater

 + SaturationOfWaterSupply

 + TapWaterConsumption

 + WaterResourcesAgencyRegisterStatisticalReport

 + 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Analysis

 + WaterResourcesAgencyHydraulicStatisticMessage

From TWED
 

資料欄位 

River Water Level

RealtimeWaterLevel

 + RecordTime (DateTime)

 + StationIdentifier (String(8))

 + WaterLevel (Decimal)
主類別 次類別

資料集名稱

資料欄位名稱 (型別(長度))
 

共通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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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原則 

交換標準中文名稱及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資料集的中文全名應使用正式名稱，避免過於專業的術語或

難以解釋的縮寫。 

案例 

正確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成果經費統計(鄉鎮市區公所) 

錯誤態樣 
執行成果經費統計 

 無法明確表達為何種業務之執行成果經費之統計資料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及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本標準以中文名稱完整翻譯。相關規則如下： 

單字與單字之間不空格 

各單字字首為大寫 

不使用縮寫 

案例 

正確 
WaterResourceConservationAndCompensationFundStatistics(Town

CityAndDistrictOffice) 

錯誤態樣 

Water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compensation fund statistics (town 

city and district office) 

 單字與單字之間空格 

 單字字首小寫 

 

共通性欄位 
內容 英文欄位名稱 欄位格式 中文欄位名稱 備註 

坐標 

LocationByTWD67 decimal (10,3)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TWD67 

LocationByTWD67 decimal (11,3)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TWD67 

LocationByTWD97 decimal (10,3)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TWD97 

LocationByTWD97 decimal (11,3)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TWD97 

經緯度 

DegreeOfLongitude decimal (3) 東經-度 TWD97 

MinuteOfLongitude decimal (2) 東經-分 TWD97 

SecondOfLongitude decimal (4,2) 東經-秒 TWD97 

DegreeOfLatitude decimal (2) 北緯-度 TWD97 

MinuteOfLatitude decimal (2) 北緯-分 TWD97 

SecondOfLatitude decimal (4,2) 北緯-秒 TWD97 

行政區 

代碼 
CountyIdentifier string (5) 縣市代碼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行政區代碼

(9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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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英文欄位名稱 欄位格式 中文欄位名稱 備註 

County string (10) 縣市名稱  

TownIdentifier string (7) 鄉鎮代碼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行政區代碼

(94 年 10 月 1 日) 

Town string (10) 鄉鎮名稱  

水資源 

分區 

WaterDistrictIdentifier string (2) 水資源分區編號 
10 北;20 中;30

南;40 東 

WaterDistrictName string (10) 水資源分區名稱  

流域 

BasinIdentifier string (4) 流域 

依水利署流域代

碼，為河川代碼前

四碼(90 年 11 月

22 日) 

BasinName string (20) 流域中文名稱  

EnglishBasinName string (40) 流域英文名稱  

河川 

RiverCode string (6) 河川代碼 
依水利署河川代碼

(90 年 11 月 22 日) 

RiverName string (40) 河川中文名稱  

EnglishRiverName string (60) 河川英文名稱 依水利署水文年報 

地下水分

區 

GroundwaterZoneIdentifier string (3) 地下水分區編號  

GroundwaterZone string (16) 地下水分區名稱  

河川局 
RiverBureauIdentifier string (2) 河川局編號  

RiverBureauName string (10) 河川局名稱  

集水面積 DrainageArea decimal (7,2) 集水面積  

日期 

Year string(4) 年 

記錄時間以年為單

位，代表西元年(4

位文字) 

Month decimal (6) 月 

記錄時間以月為單

位，代表西元年(4

位文字)、月(2 位

文字) 

Date decimal (8) 日 

所有日期欄位，如

生產日期、異動及

更新日期等 

DateTime Datetime 年月日時分秒  

Time Time 時間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區域代碼 

(一) 縣市 

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 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 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 

63 台北市 64 高雄市 65 新北市 

66 台中市 67 台南市 68 桃園市 

10002 宜蘭縣 10004 新竹縣 10005 苗栗縣 

10007 彰化縣 10008 南投縣 10009 雲林縣 

10010 嘉義縣 10013 屏東縣 10014 臺東縣 

10015 花蓮縣 10016 澎湖縣 10017 基隆市 

10018 新竹市 10020 嘉義市 09007 連江縣 

09020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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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鄉鎮 

1. 台北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300100 松山區 6300200 信義區 6300300 大安區 

6300400 中山區 6300500 中正區 6300600 大同區 

6300700 萬華區 6300800 文山區 6300900 南港區 

6301000 內湖區 6301100 士林區 6301200 北投區 

2. 高雄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400100 鹽埕區 6400200 鼓山區 6400300 左營區 

6400400 楠梓區 6400500 三民區 6400600 新興區 

6400700 前金區 6400800 苓雅區 6400900 前鎮區 

6401000 旗津區 6401100 小港區 6401200 鳳山區 

6401300 林園區 6401400 大寮區 6401500 大樹區 

6401600 大社區 6401700 仁武區 6401800 鳥松區 

6401900 岡山區 6402000 橋頭區 6402100 燕巢區 

6402200 田寮區 6402300 阿蓮區 6402400 路竹區 

6402500 湖內區 6402600 茄萣區 6402700 永安區 

6402800 彌陀區 6402900 梓官區 6403000 旗山區 

6403100 美濃區 6403200 六龜區 6403300 甲仙區 

6403400 杉林區 6403500 內門區 6403600 茂林區 

6403700 桃源區 6403800 那瑪夏區   

3. 新北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500100 板橋區 6500200 三重區 6500300 中和區 

6500400 永和區 6500500 新莊區 6500600 新店區 

6500700 樹林區 6500800 鶯歌區 6500900 三峽區 

6501000 淡水區 6501100 汐止區 6501200 瑞芳區 

6501300 土城區 6501400 蘆洲區 6501500 五股區 

6501600 泰山區 6501700 林口區 6501800 深坑區 

6501900 石碇區 6502000 坪林區 6502100 三芝區 

6502200 石門區 6502300 八里區 6502400 平溪區 

6502500 雙溪區 6502600 貢寮區 6502700 金山區 

6502800 萬里區 6502900 烏來區   

4. 台中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600100 中區 6600200 東區 6600300 南區 

6600400 西區 6600500 北區 6600600 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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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700 南屯區 6600800 北屯區 6600900 豐原區 

6601000 東勢區 6601100 大甲區 6601200 清水區 

6601300 沙鹿區 6601400 梧棲區 6601500 后里區 

6601600 神岡區 6601700 潭子區 6601800 大雅區 

6601900 新社區 6602000 石岡區 6602100 外埔區 

6602300 烏日區 6602400 大肚區 6602500 龍井區 

6602600 霧峰區 6602700 太平區 6602800 大里區 

6602900 和平區     

5. 台南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700100 新營區 6700200 鹽水區 6700300 白河區 

6700400 柳營區 6700500 後壁區 6700600 東山區 

6700700 麻豆區 6700800 下營區 6700900 六甲區 

6701000 官田區 6701100 大內區 6701200 佳里區 

6701300 學甲區 6701400 西港區 6701500 七股區 

6701600 將軍區 6701700 北門區 6701800 新化區 

6701900 善化區 6702000 新市區 6702100 安定區 

6702200 山上區 6702300 玉井區 6702400 楠西區 

6702500 南化區 6702600 左鎮區 6702700 仁德區 

6702800 歸仁區 6702900 關廟區 6703000 龍崎區 

6703100 永康區 6703500 安南區 6703600 安平區 

6703700 中西區     

6. 桃園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6800100 桃園區 6800200 中壢區 6800300 大溪區 

6800400 楊梅區 6800500 蘆竹區 6800600 大園區 

6800700 龜山區 6800800 八德區 6800900 龍潭區 

6801000 平鎮區 6801100 新屋區 6801200 觀音區 

6801300 復興區     

7. 宜蘭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201 宜蘭市 1000202 羅東鎮 1000203 蘇澳鎮 

1000204 頭城鎮 1000205 礁溪鄉 1000206 壯圍鄉 

1000207 員山鄉 1000208 冬山鄉 1000209 五結鄉 

1000210 三星鄉 1000211 大同鄉 1000212 南澳鄉 

8. 新竹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401 竹北市 1000402 竹東鎮 1000403 新埔鎮 

1000404 關西鎮 1000405 湖口鄉 1000406 新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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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407 芎林鄉 1000408 橫山鄉 1000409 北埔鄉 

1000410 寶山鄉 1000411 峨眉鄉 1000412 尖石鄉 

1000413 五峰鄉     

9. 苗栗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501 苗栗市 1000502 苑裡鎮 1000503 通霄鎮 

1000504 竹南鎮 1000505 頭份市 1000506 後龍鎮 

1000507 卓蘭鎮 1000508 大湖鄉 1000509 公館鄉 

1000510 銅鑼鄉 1000511 南庄鄉 1000512 頭屋鄉 

1000513 三義鄉 1000514 西湖鄉 1000515 造橋鄉 

1000516 三灣鄉 1000517 獅潭鄉 1000518 泰安鄉 

10. 彰化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710 員林市 1000711 溪湖鎮 1000712 田中鎮 

1000713 大村鄉 1000714 埔鹽鄉 1000715 埔心鄉 

1000716 永靖鄉 1000717 社頭鄉 1000718 二水鄉 

1000719 北斗鎮 1000720 二林鎮 1000721 田尾鄉 

1000722 埤頭鄉 1000723 芳苑鄉 1000724 大城鄉 

1000725 竹塘鄉 1000726 溪州鄉   

11. 南投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801 南投市 1000802 埔里鎮 1000803 草屯鎮 

1000804 竹山鎮 1000805 集集鎮 1000806 名間鄉 

1000807 鹿谷鄉 1000808 中寮鄉 1000809 魚池鄉 

1000810 國姓鄉 1000811 水里鄉 1000812 信義鄉 

1000813 仁愛鄉     

12. 雲林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0904 西螺鎮 1000905 土庫鎮 1000906 北港鎮 

1000907 古坑鄉 1000908 大埤鄉 1000909 莿桐鄉 

1000910 林內鄉 1000911 二崙鄉 1000912 崙背鄉 

1000913 麥寮鄉 1000914 東勢鄉 1000915 褒忠鄉 

1000916 臺西鄉 1000917 元長鄉 1000918 四湖鄉 

1000919 口湖鄉 1000920 水林鄉   

13. 嘉義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001 太保市 1001002 朴子市 1001003 布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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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004 大林鎮 1001005 民雄鄉 1001006 溪口鄉 

1001007 新港鄉 1001008 六腳鄉 1001009 東石鄉 

1001010 義竹鄉 1001011 鹿草鄉 1001012 水上鄉 

1001013 中埔鄉 1001014 竹崎鄉 1001015 梅山鄉 

1001016 番路鄉 1001017 大埔鄉 1001018 阿里山鄉 

14. 屏東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310 鹽埔鄉 1001311 高樹鄉 1001312 萬巒鄉 

1001313 內埔鄉 1001314 竹田鄉 1001315 新埤鄉 

1001316 枋寮鄉 1001317 新園鄉 1001318 崁頂鄉 

1001319 林邊鄉 1001320 南州鄉 1001321 佳冬鄉 

1001322 琉球鄉 1001323 車城鄉 1001324 滿州鄉 

1001325 枋山鄉 1001326 三地門鄉 1001327 霧臺鄉 

1001328 瑪家鄉 1001329 泰武鄉 1001330 來義鄉 

1001331 春日鄉 1001332 獅子鄉 1001333 牡丹鄉 

15. 臺東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401 臺東市 1001402 成功鎮 1001403 關山鎮 

1001404 卑南鄉 1001405 鹿野鄉 1001406 池上鄉 

1001407 東河鄉 1001408 長濱鄉 1001409 太麻里鄉 

1001410 大武鄉 1001411 綠島鄉 1001412 海端鄉 

1001413 延平鄉 1001414 金峰鄉 1001415 達仁鄉 

1001416 蘭嶼鄉     

16. 花蓮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501 花蓮市 1001502 鳳林鎮 1001503 玉里鎮 

1001504 新城鄉 1001505 吉安鄉 1001506 壽豐鄉 

1001507 光復鄉 1001508 豐濱鄉 1001509 瑞穗鄉 

1001510 富里鄉 1001511 秀林鄉 1001512 萬榮鄉 

1001513 卓溪鄉     

17. 澎湖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601 馬公市 1001602 湖西鄉 1001603 白沙鄉 

1001604 西嶼鄉 1001605 望安鄉 1001606 七美鄉 

18. 基隆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702 七堵區 1001703 暖暖區 1001704 仁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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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06 安樂區     

19. 新竹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1803 香山區     

20. 嘉義市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1002001 東區 1002002 西區   

21. 連江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0900701 南竿鄉 0900702 北竿鄉 0900703 莒光鄉 

0900704 東引鄉     

22. 金門縣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鄉鎮代碼 鄉鎮名稱 

0902001 金城鎮 0902002 金沙鎮 0902003 金湖鎮 

0902004 金寧鄉 0902005 烈嶼鄉 0902006 烏坵鄉 

河川及流域代碼 

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65000 鹽水溪 165040 大洲排水     

165000 鹽水溪 165050 
柴頭港溪排

水 
    

165000 鹽水溪 165060 鹽水溪排水     

165000 鹽水溪 165060 鹽水溪排水 165061 曾文溪排水   

165000 鹽水溪 165060 鹽水溪排水 165062 安順寮排水   

220000 卑南溪 2200J0 電光一號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K0 電光二號溪     

250000 和平溪 250010 和平北溪     

250000 和平溪 250020 和平南溪     

250000 和平溪 250030 楓溪     

251000 南澳溪 251010 南澳北溪     

251000 南澳溪 251020 南澳南溪     

252000 東澳溪       

253000 蘇澳溪 253010 白米溪     

254000 新城溪       

255000 冬山河       

256000 蘭陽溪 256010 羅東溪 256011 打狗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10 羅東溪 256012 安農溪 256018 大坑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10 羅東溪 256012 安農溪 256019 柑仔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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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256000 蘭陽溪 256010 羅東溪 256013 出水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10 羅東溪 256014 寒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20 宜蘭河 256021 五十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20 宜蘭河 256022 大湖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20 宜蘭河 256023 大礁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20 宜蘭河 256024 小礁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30 清水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40 粗坑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50 頂粗坑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60 崙埤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70 破鐺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80 松羅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90 圓山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A0 梵梵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B0 排谷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C0 東壘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D0 碼崙溪     

256000 蘭陽溪 2.56E+03 土場溪     

256000 蘭陽溪 2560F0 天狗溪     

257000 得子口溪       

258000 金面溪       

259000 福德溪       

260000 頭城溪       

261000 大溪川       

262000 雙溪       

264000 瑪鍊溪       

265000 員潭溪       

115000 水仙溪       

116000 寶斗溪       

117000 林口溪       

118000 南崁溪 118010 茄苳溪     

119000 埔心溪       

120000 新街溪       

121000 老街溪       

122000 富林溪       

123000 大堀溪       

124000 觀音溪       

125000 新屋溪       

126000 社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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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27000 福興溪       

128000 新豐溪       

129000 鳳山溪 129010 霄裡溪     

130000 頭前溪 130010 上坪溪 130011 霞喀羅溪   

130000 頭前溪 130020 油羅溪     

131000 客雅溪       

132000 鹽港溪       

134000 中港溪 134010 南庄溪     

134000 中港溪 134020 南河溪     

134000 中港溪 134030 東河溪     

134000 中港溪 134040 峨嵋溪 134041 大坪溪   

134000 中港溪 134050 南港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10 大湖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20 南湖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30 汶水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40 鹽水坑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50 雞隆河     

135000 後龍溪 135060 沙河溪 135061 打馬溝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60 沙河溪 135062 飛鳳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70 老田寮溪 135071 拔仔崗溪   

135000 後龍溪 135080 新店溪     

136000 西湖溪       

137000 通霄溪       

138000 苑裡溪       

139000 房裡溪       

128000 新豐溪 128010 德盛溪     

130000 頭前溪 130030 柯子湖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10 馬達拉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20 雪山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30 大雪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40 北坑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50 雪山坑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60 烏石坑溪     

140000 大安溪 140070 景山溪     

141000 溫寮溪       

142000 大甲溪 142010 七家灣溪     

142000 大甲溪 142020 四季郎溪     

142000 大甲溪 142030 志樂溪     

142000 大甲溪 142040 匹亞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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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43000 烏溪 143010 北港溪 143011 水長流溪   

143000 烏溪 143020 南港溪     

143000 烏溪 143030 眉溪     

143000 烏溪 143040 貓羅溪 143041 平林溪   

143000 烏溪 143040 貓羅溪 143042 樟平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1 大坑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2 ?子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3 旱溪 143059 烏牛欄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3 旱溪 14305A 龍虎鬪坑排水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4 頭汴坑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5 草湖溪 14305B 北溝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5 草湖溪 14305C 乾溪 

143000 烏溪 143060 筏子溪     

142000 大甲溪 142050 食水嵙溪     

143000 烏溪 143050 大里溪 143053 旱溪 14305D 柳川排水 

143000 烏溪 143060 筏子溪 143056 
港尾子溪排

水 
  

144000 萬寮溪       

145000 洋仔厝溪       

146000 員林大排水       

147000 舊濁水溪       

148000 
萬興排水幹

線 
      

149000 二林溪       

150000 魚寮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1 和社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2 沙里仙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3 阿里不動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4 筆石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5 十八重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6 內茅埔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7 郡坑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10 陳有蘭溪 151018 蒼庫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20 清水溪 151021 阿里山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20 清水溪 151022 加走寮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20 清水溪 151023 內田子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20 清水溪 151024 過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20 清水溪 151025 雷公坑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30 東埔蚋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40 萬大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50 卡社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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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51000 濁水溪 151060 郡大溪 151061 巒大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70 丹大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80 卓棍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90 水里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A0 南清水溝溪     

151000 濁水溪 1510B0 塔羅灣溪     

152000 新虎尾溪       

153000 舊虎尾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1 石榴班溪 154019 石子坑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1 石榴班溪 15401A 內林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1 石榴班溪 15401B 牛埔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2 大埔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3 海豐崙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4 乾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10 虎尾溪 154015 雲林溪 15401C 芭蕉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20 三疊溪 154021 九芎坑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20 三疊溪 154022 石龜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30 大湖口溪     

154000 北港溪 154040 石牛溪 154041 崙子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10 牛稠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20 阿拔泉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30 崎腳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40 白樹腳溪 155041 東廣寮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50 濁水溪 155051 番子路科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50 濁水溪 155052 清水溪 155056 頂埔溪 

155000 朴子溪 155060 獅子頭溪     

156000 
內田排水排

水路 
      

157000 龍宮溪       

158000 八掌溪 158010 赤蘭溪 158011 澐水溪 158015 石?溪 

158000 八掌溪 158020 頭前溪 158021 牛稠埔坑溪   

159000 急水溪 159010 龜重溪 159011 鹿寮溪   

159000 急水溪 159010 龜重溪 159012 茄苳溪   

159000 急水溪 159020 白水溪 159021 仙草埔溪   

159000 急水溪 159030 六重溪     

160000 將軍溪排水       

161000 劉厝排水 161010 大塭寮排水     

154000 北港溪 154020 三疊溪 154023 興安排水   

155000 朴子溪 155070 嘉義排水     

155000 朴子溪 155080 麻魚寮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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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58000 八掌溪 158030 湖子內排水     

158000 八掌溪 158040 後庄排水     

161000 劉厝排水 161010 大塭寮排水     

163000 曾文溪 163010 後堀溪     

163000 曾文溪 163020 菜寮溪     

163000 曾文溪 163030 密枝溪     

163000 曾文溪 163040 油車溪 163041 灣丘溪   

163000 曾文溪 163050 後旦溪     

163000 曾文溪 163060 官田溪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10 學甲寮中排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20 溪南寮排水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30 
溪筏港之一

排水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40 
溪筏港之二

排水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50 土城排水     

164000 鹿耳門溪 164060 
土城仔小排
一之三 

    

165000 鹽水溪 165010 虎頭溪排水     

165000 鹽水溪 165020 許縣溪     

165000 鹽水溪 165030 
那(草字部)

菝林溪 
    

166000 二仁溪 166010 三爺溪     

166000 二仁溪 166020 牛稠埔溪     

166000 二仁溪 166030 松子腳溪     

166000 二仁溪 166040 深坑子溪     

166000 二仁溪 166050 港尾溝排水     

167000 阿公店溪 167010 濁水溪     

167000 阿公店溪 167020 旺萊溪     

167000 阿公店溪 167030 土庫排水     

167000 阿公店溪 167040 岡山溪     

168000 典寶溪       

169000 後勁溪       

170000 愛河       

171000 前鎮河       

172000 鹽水港溪       

106000 楓林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10 荖濃溪 173011 濁口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10 荖濃溪 173012 寶來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20 隘寮溪 173021 武洛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20 隘寮溪 173022 隘寮北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20 隘寮溪 173023 隘寮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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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73000 高屏溪 173020 隘寮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30 旗山溪 173031 口隘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30 旗山溪 173032 美濃溪   

173000 高屏溪 173030 旗山溪 173033 武鹿溪   

174000 東港溪 174010 牛角灣溪     

174000 東港溪 174020 萬安溪     

175000 牛埔溪       

176000 林邊溪 176010 力力溪     

177000 佳冬溪       

178000 北勢溪       

179000 率芒溪       

180000 南湖溪       

181000 十里溪       

182000 枋山溪       

183000 楓港溪       

184000 石盤溪       

185000 四重溪 185010 里仁溪     

185000 四重溪 185020 牡丹溪     

185000 四重溪 185030 竹社溪     

185000 四重溪 185040 大梅溪     

186000 保力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10 吧沙加魯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20 小路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30 欖仁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40 老佛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50 加都魯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60 林祿溪     

201000 港口溪 201070 白沙彌溪     

202000 九棚溪       

203000 港子溪       

204000 旭海溪       

205000 乾溪       

104000 石門溪       

133000 新港溪       

206000 塔瓦溪       

207000 達仁溪       

208000 安朔溪       

209000 朝庸溪       

210000 大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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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211000 烏萬溪       

212000 津林溪       

213000 大竹溪       

214000 金崙溪       

215000 太麻里溪       

216000 文里溪       

217000 知本溪       

218000 利嘉溪       

219000 太平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10 新武呂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20 鹿寮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30 鹿野溪 220031 鹿鳴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30 鹿野溪 220032 嘉豐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30 鹿野溪 220033 嘉豐二號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30 鹿野溪 220034 和平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30 鹿野溪 220035 嘉豐一號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40 萬安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50 泥水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60 嘉武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70 紅石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71 楠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80 崁頂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90 加鹿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A0 加典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B0 濁水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C0 中野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D0 山里溪     

220000 卑南溪 2.20E+03 富源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F0 拉庫散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G0 木坑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H0 石山溪     

220000 卑南溪 2200I0 山里一號溪     

221000 都蘭溪       

223000 馬武溪       

224000 成功溪       

225000 富家溪       

226000 都威溪       

227000 沙灣溪       

228000 寧埔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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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229000 竹湖溪       

230000 大德溪       

231000 長濱溪       

232000 城埔溪       

233000 馬海溪       

234000 山間溪       

235000 水母溪       

222000 八里溪       

236000 三富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10 三笠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20 樂樂溪 237021 清水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30 卓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40 豐坪溪 237041 中平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50 紅葉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60 富源溪 237061 富興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60 富源溪 237062 太多蘭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60 富源溪 237063 大肚滑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60 富源溪 237064 阿夜西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60 富源溪 237065 馬遠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70 大坡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80 鰲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90 螺仔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A0 崙天溪 2370A1 打巴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A0 崙天溪 2370A2 秀巒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B0 九岸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C0 馬加祿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D0 阿眉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E+03 安通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F0 樂合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G0 高寮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H0 尋腰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I0 阿美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J0 呂範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K0 苓仔溪     

237000 秀姑巒溪 2370L0 樂和溪     

238000 豐濱溪       

239000 加蘭溪       

240000 蕃寮溪       

241000 水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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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242000 花蓮溪 242010 光復溪 242011 大興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20 馬太鞍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30 萬里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40 壽豐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50 木瓜溪 242051 文蘭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60 大農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70 馬佛溪 242071 莫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80 羅莫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90 加里洞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A0 鳳林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B0 北清水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C0 荖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D0 麗太溪     

242000 花蓮溪 2.42E+03 南清水溪     

242000 花蓮溪 2420F0 大和溪     

243000 吉安溪       

244000 美崙溪       

245000 三棧溪       

246000 立霧溪       

247000 石公溪       

248000 大富溪       

249000 大清水溪       

101000 磺溪       

102000 小坑溪       

103000 乾華溪       

105000 老梅溪       

107000 八甲溪       

108000 埔坪溪       

109000 八蓮溪       

110000 大屯溪       

111000 後州溪       

112000 興仁溪       

113000 林子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B 大豹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C 二鬮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D 中埔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E 竹崙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F 竹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1 三峽溪 11401G 橫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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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2 鶯歌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3 塔寮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4 塔克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5 三光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6 泰崗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7 白石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1 南勢溪 114028 軋孔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1 南勢溪 114029 大羅蘭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1 南勢溪 11402A 桶後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B 後寮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C 溪尾寮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D 坪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E 灣潭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F 金瓜寮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G 石硿子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2 北勢溪 11402H 後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I 烏塗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J 指南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K 老泉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L 無名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M 中間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3 景美溪 11402N 永定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20 新店溪 114024 青潭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1 暖暖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2 大武崙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3 拔西猴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4 瑪陵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5 友蚋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6 保長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7 茄苳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8 禮門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9 智慧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A 北港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B 康誥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C 下寮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D 大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E 四分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F 草濫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G 內溝溪 11403R 安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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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代碼 主流名稱 支流代碼 支流名稱 次支流代碼 次支流名稱 次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名稱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H 雙溪 11403S 內雙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H 雙溪 11403T 外雙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H 雙溪 11403U 猴洞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I 磺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J 磺港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K 貴子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L 石厝坑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M 拔下二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30 基隆河 11403N 關渡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40 疏洪道     

114000 淡水河 114050 樹梅坑溪     

263000 尖山腳溪       

114000 淡水河 114010 大漢溪 114018 玉峰溪   

地下水分區編號 

地下水分區編號 地下水分區名稱 地下水分區編號 地下水分區名稱 

1001 臺北盆地 1006 嘉南平原 

1002 桃園中壢臺地 1007 屏東平原 

1003 新苗地區 1008 蘭陽平原 

1004 臺中地區 1009 花東縱谷 

1005 濁水溪沖積扇 1010 澎湖地區 

河川局編號 

河川局編號 河川局名稱 河川局編號 河川局名稱 

1 第一河川局 6 第六河川局 

2 第二河川局 7 第七河川局 

3 第三河川局 8 第八河川局 

4 第四河川局 9 第九河川局 

5 第五河川局 10 第十河川局 

數字標記 

水資源資料庫中，各項水文資料內容之數字標記整理示如表2- 1。 

表 2- 1 水資源資料庫觀測資料數字標記 

資料分類 標記狀況 標記方式 報表標示 標記 

水文 空白 -999999 (空白) 99999999 

缺測 -999998 x 
99999995or 

999995 

推估值 

推估值取絕對值後加

10000 後，並保留原來

之正負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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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標記狀況 標記方式 報表標示 標記 

統計區間含推估資料 @ @   

統計區間資料缺測 ＊     

晴天 -999997 -   

有雨無量 0 0   

空白 -999999 (空白) 99999999 

雨量資料 空白 -99999 (空白) 9999 

缺測 -99998   

無雨 -99997   

該旬日降雨量大於等於 0.1mm

之日數，若該旬有日雨量缺測 

-99   

有雨無量 0   

統計區間資料缺測 ＊   

統計區間含推估資料 @   

英文欄位名稱是以英文命名，以「簡化」但「能反映該欄位資

料特性」為命名原則，若有相同類別資料但在不同檔案出現，則採

相同之欄位名稱，如日雨量、日流量、日蒸發量均為 DQ，水文站

站號、雨量/蒸發量站站號均為 STATION_NO，歷年最大瞬時流量、

歷年最大瞬時雨量均為 XQ_X，年度最大瞬時流量、年度最大瞬

時雨量為 XQ_YX。工作小組將各欄位資料分為測站基本資料、觀

/監測量、統計量、時間四個類別，請參見表 2- 2。 

表 2- 2 水資源資料庫觀測資料數字標記 

類別 
欄位名稱 資料記錄格

式 
範例/說明 

中文 英文 

觀/監測量 刻**量 QQ1~QQ4 -- 刻流量,刻雨量 

時**量 HQ;HQ1~HQ24 -- 時流量,時雨量 

日**量 DQ;DQ1~DQ31 -- 日流量,日雨量 

旬**量 TQ;TQ1~TQ3 -- 旬流量 

旬**累計量 TQS;TQS1~TQS3 -- 旬逕流量,旬雨量 

月**量 MQ;MQ1~MQ12 -- 月流量 

月**累計量 MQS;MQS1~MQS12 -- 月逕流量,月雨量 

年**量 YQ -- 年流量 

年**累計量 YQS -- 年逕流量,年雨量 

水位 WL -- 刻水位 QWL,時水位 HWL, 

日水位 DWL 

最大瞬時**量 XQ -- 最大瞬時流量,最大瞬時雨量 

統計量 月最大**** ****_MX -- 月最大日流量,月最大日雨量 

月最小**** ****_MN -- 月最小日流量 

年最大**** ****_YX -- 年最大日流量,年最大日雨量 

年最小**** ****_YN -- 年最小日流量 

歷年#月平均日**量 DQ_MG#  歷年 1 月平均日流量 

歷年#月最大日**量 DQ_MX#  歷年 1 月最大日流量 

歷年#月最小日**量 DQ_MN#  歷年 1 月最小日流量 

歷年平均**** ****_G -- 歷年平均日流量 DQ_G 

歷年最大**** ****_X -- 歷年最大日流量,歷年最大日雨

量 

DQ_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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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欄位名稱 資料記錄格

式 
範例/說明 

中文 英文 

歷年最小**** ****_N -- 歷年最小日流量 DQ_N 

歷年最大日**量 D1Q_X -- 歷年最大日雨量 

歷年最大二日**量 D2Q_X -- 歷年二日最大雨量 

歷年最大三日**量 D3Q_X -- 歷年三日最大雨量 

時間 ****發生年 YY_**** C(4) 歷年最大年雨量年度

YY_YQS_X 

****發生月 MM_**** C(2) 年度一日最大雨量發生日 

--月 MM_D1Q_YX 

****發生日 DD_**** C(2) 年度一日最大雨量發生日 

--日 DD_D1Q_YX 

****發生日期 DAT_**** D(8) 歷年最大日雨量發生日 

DAT_D1Q_X 

啟用年 YY_BEG C(4)  

啟用月 MM_BEG C(2)  

迄止年 YY_END C(4)  

迄止月 YY_END C(2)  

 

特性分析 

說明基於設定之資料標準範疇而分析之資料特性成果，為資

料標準應用綱要(application schema)設計之依據。自 102 年起盤點

水利署共 126 個資料，依盤點結果分析後，將其資料分為識別性、

時間性、完整性、服務分類、使用對象、權責單位等六種特性。 

「識別性」：每一個交換標準中，皆設計有「主鍵」，主鍵用來

識別欄位內容，且具有唯一性、不可重複，部分標準之主鍵可能由

多個欄位組合而成。若該交換標準不具有主鍵時，將以所有欄位

之組合作為主鍵。 

「時間性」：各資料皆有更新頻率，各交換標準根據資料內容

性質及使用時機不同，資料更新的頻率大略可分為每年、每月、每

日、一年兩次、不定期、隨時更新異動等。 

「完整性」：交換標準資料集內容未超過 30%（資料筆數或欄

位內容）為空值屬資料集內容完整，超過者表示資料集內容不完

整。（Y:完整 / N:空值超過 30%） 

「服務分類」：依據政府入口網服務分類編號 3 碼 18 類可將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歸類為生活安全及品質及公共資訊兩種，交

換標準與災害管理或防災資訊相關者為生活安全及品質，若屬於

一般資訊服務、政府出版、政府財政、政府統計、政府採購、資訊

服務、法律服務、其他等類型之交換標準，則歸類為公共資訊。另

外，政府開放資料平台亦將服務分為生活安全及品質、公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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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旅遊、投資理財、交通及通訊、開創事業、求職及就業、就醫、

求學及進修、選舉及投票、出生及收養、老年安養、生育保健、生

命禮儀、購屋及遷徙、服兵役、退休等 17 種分類。 

「開放資料」：交換標準可分為提供民眾使用、跨機關使用及

署內使用三種，開放資料提供民眾、政府機關免費或付費查詢使

用（Y），「跨機關使用」、「署內使用」之交換標準因資料內容可能

涉及機敏性或依特定法規限制，僅限機關內部交換使用（N）。 

「權責單位」：交換標準之權責單位包括水利署署內各組室、

所屬機關（北、中、南區水資源局、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各河

川局）。 

綜整資料特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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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3 交換標準特性綜整表 

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河川 

水位 

日水位 站號+西元年+月份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日水位年度統計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日水位歷年統計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站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文技術組 

時水位 站號+西元日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即時水位資料 站號 每 10 分鐘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文技術組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警戒發布時間+測站編號+鄉鎮市

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警戒水位值 測站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防災中心 

流量 

日流量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日流量年度統計 站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日流量歷年統計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時流量 站號+西元日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水文技術組 

河川流量測站站況 站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站碼+時間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無因次單位歷線 站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實測流量含砂量 站號+觀測日期+觀測時間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管

理 

河川斷面樁資料 河川斷面樁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河川代碼 
主流代碼+支流代碼+次支流代碼

+次次支流代碼+所屬河川局代碼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疏濬點位資料 識別碼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行政組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統計 土地資料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利行政組 

河川支流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河道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CCD 編號 每季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行政組 

河川土

地 
-- 

水利事業歷史用地取得作業執行

情形 
工程名稱(工程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土地管理組 

水利署轄管河川綠美化場地可開

放認養維護管理案件表 
項次+名稱+地點+維護管理單位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土地管理組 

水利署轄管河川或排水綠美化場 項次+名稱+地點+維護管理單位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土地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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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地已認養維護管理案件表 

地下水 -- 

地下水日水位 井號+年+月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井號+西元年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位觀測井井況 井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時水位 井號+日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井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_現存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鑿井記錄 井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站況基本資料 監測井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質 地下水井站號+取樣日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地層下

陷 
-- 

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 井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基本資

料 
GPS 固定站代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監測資

訊 
GPS 固定站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

基本資料 
地層下陷監測井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

監測資訊 
地層下陷監測井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水資源

相關單

位 

--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資源分區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源特定區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淹水災

情 
-- 

設施水利災情 設施災情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淹水災情 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淹水災情-照片 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環境敏

感 

-- 

高屏溪水系隘寮溪支流武洛溪區

域範圍圖 
-- 不定期 Y 公共資訊 Y 河川勘測隊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濁口溪區

域範圍圖 
-- 不定期 Y 公共資訊 Y 河川勘測隊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隘寮溪區

域範圍圖 
-- 不定期 Y 公共資訊 Y 河川勘測隊 

自來水

水質 
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資料 

保護區名稱+公告日期+公告文號

+公告面積+涵蓋範圍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保育事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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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水量保

護區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與執行成

果 
統計年度+保護區排序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專戶運用小組名單 屆期+成員姓名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河川生

態 

水利署兩棲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爬蟲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哺乳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鳥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植物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藻類調查資料 樣點代碼+調查日期+物種代碼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溫泉 臺灣溫泉監測季報 -- 每季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保育事業組 

水庫集

水區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水庫集水區

範圍圖 
-- 約 10 年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易淹水 
歷史淹水資料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淹水潛勢圖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水庫 --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統計日期時間+水庫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利防災中心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觀測時間+水庫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利防災中心 

警戒水庫水位值 
警戒發布時間+水庫編號+鄉鎮市

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利防災中心 

水庫堰壩位置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庫基本資料 統計日期時間+水庫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庫淤積量 年度+水庫名稱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庫營運 年度+水庫名稱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水庫名稱+水庫代碼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Y 南區水資源局 

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水庫名稱+水庫代碼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Y 南區水資源局 

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水庫名稱+水庫代碼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Y 南區水資源局 

枯旱預警 水庫名稱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水庫日水位 水庫名稱+水庫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源經營組 

防洪設

施 
--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CCD 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流水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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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流水 ID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利防災中心 

防汛備料地點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中央管河川河堤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河川海岸組 

中央管海堤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河川海岸組 

中央管排水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河川海岸組 

中央管水門 --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河川海岸組 

抽水站水情 抽水站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抽水站位置圖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權 -- 水權統計資料 序號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水利行政組 

近海水

文 

-- 
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 --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圖 --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潮位 

時潮位 測站編號+記錄日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潮位月統計 測站編號+記錄年月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近海水文潮位站位置圖 --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波浪 
波高週期波向資料 測站編號+觀測時間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波高週期統計資料 測站編號+觀測時間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降雨 -- 

雨量站站況 站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時雨量 站號+西元日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日雨量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日雨量年度統計 站號+西元年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站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警戒雨量值 
影響範圍區域+雨量站編號+鄉鎮

市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水利防災中心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警戒發布時間+雨量站編號+鄉鎮

市編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防災中心 

HORNER 參數表 站號+手冊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水文技術組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現存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已廢站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所屬雨量站基本資料 站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水文技術組 

水利管

理 

工程管

理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opendata)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工程事務組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工程事務組 

水利工程契約範本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工程事務組 

計畫管

理 

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年度+計畫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綜合企劃組 

水利署研究計畫報告書基本資料 計畫年度+計畫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綜合企劃組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自動編號+列管計畫編號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綜合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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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自動編號+列管計畫編號 每月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水利署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列管計畫編號 每月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投資開

發 

水資源投資統計資料 流水號+年度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綜合企劃組 

水資源建設決算表 流水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水資源研發決算表 流水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知識管

理 

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導 專題報表序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水利規劃試驗所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流水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水利署電子報 流水號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河川復育英文版案例報導 流水號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河川復育英文版新聞 流水號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專題報表序號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河川專題文章 索引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河川新訊 索引 每日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政策學習案例 編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綜合企劃組 

影音撥放平台 編號 每年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N 綜合企劃組 

水利法規 標題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水利署河川主題網站 流水號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 
識別號+國際標準圖書號碼+統一

編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圖書清單 分類號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資訊室 

河川名詞庫 流水號 每月 Y 生活安全及品質 Y 資訊室 

水利知識文章 流水號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一般行

政 

水資源作業基金法定預算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決算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會計報告 --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會計報

表 
--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利署組織職掌及聯絡方式 標題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最新消息 資料 ID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及所屬法定預算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利署及所屬預算案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 流水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綜合企劃組 

水利署_決算書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招標及決標訊息 --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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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識別性 

時間性 

(更新頻率) 
完整性 服務分類 開放資料 權責單位 

主階層 子階層 

水利署_預算書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相關行政救濟案例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行政指導文書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施政計畫 --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_統計動態 --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成果經

費統計(鄉鎮市區公所) 
水質水量保護區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機關編號+公文文號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N 資訊室 

意見信箱 信件編號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N 資訊室 

意見信箱(密件) 信件編號 每小時 Y 公共資訊 N 資訊室 

成果與會議照片集 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署長文稿 編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水利節表揚大會 -- 每日 Y 公共資訊 N 綜合企劃組 

自來水管承裝商聘僱中人員統計

資料 
紀錄序號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水利署國賠統計 標題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統計資料指標 標題 每日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公務統計方案 標題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統計書刊 標題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標題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統

計 
--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統計年度+縣市別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統計年度+機構別 每半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統計年度+廠名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廠名+統計年度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主計室 

自來水用水量 縣市+鄉鎮+年份+月份 每月 Y 公共資訊 Y 保育事業組 

水利署公務統計報表 標題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水利署統計分析 標題 每年 Y 公共資訊 Y 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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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詮釋資料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水位 

資料集描述 各站一個月每天之平均水位高 

主要欄位說明 月最小日水位發生日<DD_DQ_MN>、月最大日水位發生日<DD_DQ_MX>、月最

小日水位<DQ_MN>、月最大日平均水位<DQ_MX>、1 日平均水位<DQ1>、10

日平均水位<DQ10>、11 日平均水位<DQ11>、12 日平均水位<DQ12>、13 日平

均水位<DQ13>、14 日平均水位<DQ14>、15 日平均水位<DQ15>、16 日平均水

位<DQ16>、17 日平均水位<DQ17>、18 日平均水位<DQ18>、19 日平均水位

<DQ19>、2 日平均水位<DQ2>、20 日平均水位<DQ20>、21 日平均水位

<DQ21>、22 日平均水位<DQ22>、23 日平均水位<DQ23>、24 日平均水位

<DQ24>、25 日平均水位<DQ25>、26 日平均水位<DQ26>、27 日平均水位

<DQ27>、28 日平均水位<DQ28>、29 日平均水位<DQ29>、3 日平均水位

<DQ3>、30 日平均水位<DQ30>、31 日平均水位<DQ31>、4 日平均水位

<DQ4>、5 日平均水位<DQ5>、6 日平均水位<DQ6>、7 日平均水位<DQ7>、8 日

平均水位<DQ8>、9 日平均水位<DQ9>、上旬有效天數<DS1>、中旬有效天數

<DS2>、下旬有效天數<DS3>、站號<ID>、月份<Month>、當月平均水位

<MQ>、本月有效天數<MS>、上旬平均水位<TQ1>、中旬平均水位<TQ2>、下旬

平均水位<TQ3>、西元年<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機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相關網址  

資料集語系 zh-TW 

標籤/關鍵字 水位 

資料量 710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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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LevelDaily.

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水位年度統計 

資料集描述 各站日水位年度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最小日水位<DQ_YN>、最大日水位<DQ_YX>、站號<ID>、最小日水位發生月日

<MMDD_DQ_YN>、最大日水位發生月日<MMDD_DQ_YX>、最大瞬時水位發

生月日時分<T_XQ_YX>、最大瞬時水位<XQ_YX>、西元年<Year>、年平均水位

<YQ>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 

上級機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水位 

資料量 600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LevelYearly

Statistic.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水位歷年統計 

資料集描述 各站日水位歷年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歷年最小日水位發生日期<DAT_DQ_N>、歷年最大日水位發生日期

<DAT_DQ_X>、歷年最小日水位<DQ_N>、歷年最大日水位<DQ_X>、站號

<ID>、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MQ_N1>、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MQ_N10>、歷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MQ_N11>、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MQ_N12>、歷年 2 月最小

月平均<MQ_N2>、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MQ_N3>、歷年 4 月最小月平均

<MQ_N4>、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MQ_N5>、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MQ_N6>、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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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年 7 月最小月平均<MQ_N7>、歷年 8 月最小月平均<MQ_N8>、歷年 9 月最小月

平均<MQ_N9>、歷年 1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1>、歷年 10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10>、歷年 11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11>、歷年 12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12>、歷年 2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2>、歷年 3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3>、歷年 4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4>、歷年 5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5>、歷年 6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6>、歷年 7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7>、歷年 8 月資料統計年數<MQ_X8>、歷年 9 月資料統計年數

<MQ_X9>、歷年 1 月最大月平均<MQ_XA1>、歷年 10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10>、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MQ_XA11>、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12>、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MQ_XA2>、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3>、歷年 4 月最大月平均<MQ_XA4>、歷年 5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5>、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MQ_XA6>、歷年 7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7>、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MQ_XA8>、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

<MQ_XA9>、歷年 1 月月平均<MQ1>、歷年 10 月月平均<MQ10>、歷年 11 月月

平均<MQ11>、歷年 12 月月平均<MQ12>、歷年 2 月月平均<MQ2>、歷年 3 月月

平均<MQ3>、歷年 4 月月平均<MQ4>、歷年 5 月月平均<MQ5>、歷年 6 月月平

均<MQ6>、歷年 7 月月平均<MQ7>、歷年 8 月月平均<MQ8>、歷年 9 月月平均

<MQ9>、歷年最大瞬時水位發生年月日時分<T_XQ_X>、歷年最大瞬時水位

<XQ_X>、西元年<Year>、歷年平均水位<YQ_G>、歷年最小年平均水位

<YQ_N>、歷年最大年平均水位<YQ_X>、歷年 1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1>、

歷年 10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10>、歷年 11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11>、

歷年 12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12>、歷年 2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2>、歷

年 3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3>、歷年 4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4>、歷年 5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5>、歷年 6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6>、歷年 7 月最

小發生年<YY_MQ_N7>、歷年 8 月最小發生年<YY_MQ_N8>、歷年 9 月最小發

生年<YY_MQ_N9>、歷年 1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1>、歷年 10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10>、歷年 11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11>、歷年 12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12>、歷年 2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2>、歷年 3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3>、歷年 4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4>、歷年 5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5>、歷年 6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6>、歷年 7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7>、歷年 8 月最大發生年<YY_MQ_X8>、歷年 9 月最大發生年

<YY_MQ_X9>、歷年最小年平均水位發生年<YY_YQ_N>、歷年最大年平均水位

發生年<YY_YQ_X>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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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日水位、歷年 

資料量 600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LevelHistori

calStatistic.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流量 

資料集描述 各站一個月每天之平均水位高   

主要欄位說明 月最小日流量發生日<DD_DQ_MN>、月最大日流量發生日<DD_DQ_MX>、月最

小日流量<DQ_MN>、月最大日流量<DQ_MX>、1 日流量<DQ1>、10 日流量

<DQ10>、11 日流量<DQ11>、12 日流量<DQ12>、13 日流量<DQ13>、14 日流量

<DQ14>、15 日流量<DQ15>、16 日流量<DQ16>、17 日流量<DQ17>、18 日流量

<DQ18>、19 日流量<DQ19>、2 日流量<DQ2>、20 日流量<DQ20>、21 日流量

<DQ21>、22 日流量<DQ22>、23 日流量<DQ23>、24 日流量<DQ24>、25 日流量

<DQ25>、26 日流量<DQ26>、27 日流量<DQ27>、28 日流量<DQ28>、29 日流量

<DQ29>、3 日流量<DQ3>、30 日流量<DQ30>、31 日流量<DQ31>、4 日流量

<DQ4>、5 日流量<DQ5>、6 日流量<DQ6>、7 日流量<DQ7>、8 日流量<DQ8>、

9 日流量<DQ9>、上旬有效天數<ED_TQ1>、中旬有效天數<ED_TQ2>、下旬有

效天數<ED_TQ3>、站號<ID>、月份<MM>、月平均流量<MQ>、月逕流量（月

合計流量）<MQS>、上旬平均流量<TQ1>、上旬合計流量<TQ1S>、中旬平均流

量<TQ2>、中旬合計流量<TQ2S>、下旬平均流量<TQ3>、下旬合計流量

<TQ3S>、西元年<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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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流量 

資料量 6835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FlowDaily.x

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流量年度統計 

資料集描述 各站之日流量年度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最小日流量<DQ_YN>、最大日流量(最大日平均)<DQ_YX>、有效天數(統計天

數)<EFF_DAY>、有效月份(統計月份)<EFF_MONTH>、站號<ID>、最小日流量

發生月<MMDD_DQ_YN>、最大日流量發生月<MMDD_DQ_YX>、最大瞬時流

量發生月日時分<T_XQ_YX>、最大瞬時流量<XQ_YX>、西元年<Year>、年平均

流量<YQ>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流量、年度統計 

資料量 600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FlowYearlyS

tatistic.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流量歷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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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描述 各站之日流量歷年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ID>、歷年 1 月月平均<MQ1>、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MQ1_N>、歷年 1 月

最大月平均<MQ1_X>、歷年 10 月月平均<MQ10>、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

<MQ10_N>、歷年 10 月最大月平均<MQ10_X>、歷年 11 月月平均<MQ11>、歷

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MQ11_N>、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MQ11_X>、歷年 12 月月

平均<MQ12>、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MQ12_N>、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

<MQ12_X>、歷年 2 月月平均<MQ2>、歷年 2 月最小月平均<MQ2_N>、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MQ2_X>、歷年 3 月月平均<MQ3>、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

<MQ3_N>、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MQ3_X>、歷年 4 月月平均<MQ4>、歷年 4 月

最小月平均<MQ4_N>、歷年 4 月最大月平均<MQ4_X>、歷年 5 月月平均

<MQ5>、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MQ5_N>、歷年 5 月最大月平均<MQ5_X>、歷年

6 月月平均<MQ6>、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MQ6_N>、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

<MQ6_X>、歷年 7 月月平均<MQ7>、歷年 7 月最小月平均<MQ7_N>、歷年 7 月

最大月平均<MQ7_X>、歷年 8 月月平均<MQ8>、歷年 8 月最小月平均

<MQ8_N>、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MQ8_X>、歷年 9 月月平均<MQ9>、歷年 9 月

最小月平均<MQ9_N>、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MQ9_X>、西元年<Year>、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1_N>、歷年 1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

<YY_MQ1_X>、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10_N>、歷年 10 月最大月

平均發生年<YY_MQ10_X>、歷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11_N>、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11_X>、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

<YY_MQ12_N>、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12_X>、歷年 2 月最小月

平均發生年<YY_MQ2_N>、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2_X>、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3_N>、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

<YY_MQ3_X>、歷年 4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4_N>、歷年 4 月最大月平

均發生年<YY_MQ4_X>、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5_N>、歷年 5 月

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5_X>、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6_N>、

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6_X>、歷年 7 月最小月平均發生年

<YY_MQ7_N>、歷年 7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7_X>、歷年 8 月最小月平

均發生年<YY_MQ8_N>、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8_X>、歷年 9 月

最小月平均發生年<YY_MQ9_N>、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發生年<YY_MQ9_X>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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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流量、歷年統計 

資料量 600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FlowHistori

calStatistic.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4 

資料集名稱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所屬水位站之基本資料，有助於了解水位站的相關內

容。 

主要欄位說明 測站所屬流域(主流)<Affiliated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支

流)<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

流)<AffiliatedSubSubsidiaryBasin>、一級警戒水位高（m）<AlertLevel1>、二級警

戒水位高（m）<AlertLevel2>、三級警戒水位高（m）<AlertLevel3>、流域編號

<BasinIdentifier>、是否易受天災破壞<BrittlenessStatus>、所需車程(單程，小

時)<CarDriveDistanceInHours>、測站有市電供電<CityElectricitySupplyStatus>、工

程施工管理<ConstructionManagement>、設置之橋樑或構造物名稱

<CrossRiverStructuresNameOfEquipment>、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

(日)<DataCollectionFrequecy>、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文組彙整

<DataSubmitted>、測站上游是否有放水點<DrainageStatus>、生態環境監測

<EcologicalEnvironmentMonitoring>、水尺零點標高

<ElevationOfWaterLevelZeroPoint>、英文站址<EnglishAddress>、英文站名

<EnglishName>、河川英文名稱<EnglishRiverName>、設備型態

<EquipmentStatus>、是否設置於跨河構造物

<EquipmentStatusOnCrossRiverStructures>、防汛用途<FloodPreventionPurpose>、

是否為高含砂量河段<HighSedimentStatus>、水利設施管理

<HydroFacilityManagement>、水文觀測用途<HydrologicalMonitoringPurpose>、測

站是否易遭雷擊<LightningStatus>、中文站址<LocationAddress>、TM2 度分帶 67

坐標<LocationByTWD67>、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ByTWD97>、現場巡邏

或維護之頻率(日)<MaintainCycle>、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組彙整原因

<NoPeriodicalDataSubmissionReason>、正常觀測之性質

<NormalObservationType>、觀測項目<ObervationItems>、觀測原因

<ObservationReason>、觀測現況<ObservationStatus>、站號

<ObservatoryIdentifier>、中文站名<ObservatoryName>、是否有暫時取代之測站

<ObservatoryReplacementStatus>、是否有人工現場收集資料

<OnSiteDataCollection>、特定計畫或特定需求<OtherRequirement>、即時資料傳

送頻率(平時)<RealTimeDataDeliveryFrequency>、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RealTimeDataDeliveryFrequencyInFloodDefenceTime>、備註<Remarks>、河川

中文名稱<RiverName>、測站斷面沖淤變化

<RiverSectionDepositionAndErosionChange>、設站日期<SetDate>、短期觀測的原

因<ShortObservationType>、設站地點太陽能板可能易遭外力破壞

<SolarPotentialDemage>、測站有太陽能供電<SolarStatus>、太陽能板瓦數

<SolarWatt>、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竊盜<StealStatus>、是否位於平直河段

<StraightRiverStatus>、是否位於容易地層下陷地區<SubsidenceStatus>、設站點陽

光易受遮蔽<SunLightCoverageStatus>、日照是否充足<SunshineStatus>、是否感潮

<TideStatus>、鄉鎮名稱<Town>、鄉鎮代碼<TownIdentifier>、是否有傳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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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TransmissionEquipment>、基準高程之引測來源<VerticalDatumSource>、所需步

行路程(單程，小時)<WalkDistanceInHours>、測站上游是否有引水點

<WaterDrawStatus>、水資源分區編號<WaterResourceDistrictIdentifier>、無線傳輸

方式<WirelessTransmissionTy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940-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9-30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13 17:06:47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55 

標籤/關鍵字 水位、站況 

資料量 27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8E06316-FE39-40E2-8C35-

7BF070FD869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9/RiverSta

geObservatory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時水位 

資料集描述 各站一天 24 小時之各小時水位高 

主要欄位說明 西元日期<Date>、0 時水位<HQ0>、1 時水位<HQ1>、10 時水位<HQ10>、11 時

水位<HQ11>、12 時水位<HQ12>、13 時水位<HQ13>、14 時水位<HQ14>、15 時

水位<HQ15>、16 時水位<HQ16>、17 時水位<HQ17>、18 時水位<HQ18>、19 時

水位<HQ19>、2 時水位<HQ2>、20 時水位<HQ20>、21 時水位<HQ21>、22 時水

位<HQ22>、23 時水位<HQ23>、24 時水位<HQ24>、3 時水位<HQ3>、4 時水位

<HQ4>、5 時水位<HQ5>、6 時水位<HQ6>、7 時水位<HQ7>、8 時水位<H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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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9 時水位<HQ9>、站號<ID>、日水位<LEV>、非整時水位 1<PEAK1>、非整時水

位 2<PEAK2>、非整時水位 3<PEAK3>、非整時水位 4<PEAK4>、非整時水位

5<PEAK5>、非整時水位 6<PEAK6>、非整時水位 7<PEAK7>、非整時水位

8<PEAK8>、非整時水位 9<PEAK9>、非整時發生時分 1<PEAKTIME1>、非整時

發生時分 2<PEAKTIME2>、非整時發生時分 3<PEAKTIME3>、非整時發生時分

4<PEAKTIME4>、非整時發生時分 5<PEAKTIME5>、非整時發生時分

6<PEAKTIME6>、非整時發生時分 7<PEAKTIME7>、非整時發生時分

8<PEAKTIME8>、非整時發生時分 9<PEAKTIME9>、最大瞬時水位發生時分

<T_XQ_X>、最大瞬時水位<XQ_X>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水位 

資料量 585681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LevelHourly

.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8 

資料集名稱 即時水位資料 

資料集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發布所屬分布於全台灣中央管河川或區域排水之水位觀測站所觀測

之即時水位資料，資料內容包括各水位站當下最新之觀測水位資料、觀測日期及

時間、水位站站號等。水位站即時觀測資料為每 10 分鐘紀錄 1 筆，因此資料更

新頻率最快為每 10 分鐘 1 次。由於即時水位資料為即時發布之原始資料，因此

資料未經任何檢核及品管程序，且資料可能因訊號傳輸中斷、儀器故障等因素導

致部分水位站資料停止更新或回傳異常水位資料，使用者引用及參考時請謹慎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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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時間<RecordTime>、站號<StationIdentifier>、水位<WaterLeve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10 分鐘 

開始收錄日期 2009-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3 16:00:06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4-15 14:19:58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211 

標籤/關鍵字 即時水位 

資料量 25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D09DB8B-6A1B-485E-88B5-

923A462F475C&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altime

WaterLevel.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資料集描述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流速計個數<CurrentMeterCount>、時間<DateTime>、站碼<Identifier>、流速計 1

之流速<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1>、流速計 2 之流速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2>、流速計 3 之流速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3>、流速計 4 之流速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4>、流速計 5 之流速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5>、流速計 6 之流速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MeterNumber6> 

資料集類型 Web Services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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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6-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1 14:25:50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9-12 18:12:38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即時表面流速 

資料量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RiverRealtimeSurf

aceFlowVelocityData.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資料集描述 透過分析水位變化，推估可能受影響的範圍，以利評估相對應防汛作為，產製周

期需俟降雨預報進行分析，週期隨情況變動。 

主要欄位說明 流域編號<BasinID>、縣市編號<CountyID>、縣市名稱<CountyName>、警戒發布

時間<Date>、測站編號<ID>、測站英文名<StationEnglishName>、測站名稱

<StationName>、河川水位<StreamLevel>、堤頂高程<TopLine>、鄉鎮市編號

<TownID>、警戒資訊<WarningInformation>、一級警戒水位

<WarningLineLevelOne>、二級警戒水位<WarningLineLevelTwo>、三級警戒水位

<WarningLineThre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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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資料量 0/隨情況變動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Le

velAlertedAre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4 

資料集名稱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為描述水利署主管 25 條中央管河川設置之河川水位觀測站空間位置

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

使用，欄位顯示為現存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253 筆。 2. 水利署所屬河川水位站已全部採用自動記錄方式觀測，本資料僅納

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之時序資料。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

開啟本檔案，點選點位資訊後另有提供水位資料的連結，將另開瀏覽器視窗至水

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網站，可提供更加豐富的功能與查詢，包含空間資訊、時

序資料與環域分析。 4. 呈上，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

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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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標籤/關鍵字 河川、水位、現存 

資料量 25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WLSTA_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3 

資料集名稱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為描述水利署主管 25 條中央管河川設置之河川水位觀測站空間位置資

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

用，欄位顯示為已廢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69

筆。 2. 水利署所屬河川水位站已全部採用自動記錄方式觀測，本資料僅納入測

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之時序資料。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

本檔案，點選點位資訊後另有提供水位資料的連結，將另開瀏覽器視窗至水利署

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網站，可提供更加豐富的功能與查詢，包含空間資訊、時序資

料與環域分析。 4. 呈上，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

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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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標籤/關鍵字 河川、水位、已廢 

資料量 169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WLSTA_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Abolishe

dRiverStageObservatory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E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0 

資料集名稱 警戒水位值 

資料集描述 河川警戒水位係依水利法第七十四條：主管機關應酌量歷年水勢，決定設防之水

位或日期。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稱設防之水

位，指由主管機關公告分級之警戒水位。河川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每一河川之

警戒水位，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之。因此，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

將警戒水位分為三級，並依各級警戒水位應採行措施分別訂定其預警時間。其

中，一級警戒水位：地方政府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執行勸告或指示撤離，

並作適當安置所需之時間，原則上採 2 小時。二級警戒水位：地方政府動員準

備（人員、機具及材料）所需之時間，原則上採 5 小時。三級警戒水位：地方政

府撤離在河川區域活動之民眾、車輛、機具、財物等及關閉河川區域出入口所需

之時間，原則上採 2 小時。 

主要欄位說明 一級警戒水位<AlertLevel1>、二級警戒水位<AlertLevel2>、三級警戒水位

<AlertLevel3>、流域名稱<BasinName>、測站編號<ObservatoryIdentifier>、水位

站名<ObservatoryName>、河川名<RiverName>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徐浩仁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6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4-10-26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10-05 

最後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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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2 

標籤/關鍵字 警戒水位 

資料量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D2A498A6-8706-42FB-B623-

C08C9665BDFD&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Evaluate

dAlertWaterLevel.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時流量 

資料集描述 各站一天 24 小時之各小時流量   

主要欄位說明 西元日期<Date>、日流量<DQV>、0 時流量<HQ0>、1 時流量<HQ1>、10 時流量

<HQ10>、11 時流量<HQ11>、12 時流量<HQ12>、13 時流量<HQ13>、14 時流量

<HQ14>、15 時流量<HQ15>、16 時流量<HQ16>、17 時流量<HQ17>、18 時流量

<HQ18>、19 時流量<HQ19>、2 時流量<HQ2>、20 時流量<HQ20>、21 時流量

<HQ21>、22 時流量<HQ22>、23 時流量<HQ23>、24 時流量<HQ24>、3 時流量

<HQ3>、4 時流量<HQ4>、5 時流量<HQ5>、6 時流量<HQ6>、7 時流量<HQ7>、

8 時流量<HQ8>、9 時流量<HQ9>、站號<ID>、非整時流量 1<PEAK1>、非整時

流量 2<PEAK2>、非整時流量 3<PEAK3>、非整時發生時間 1<PEAKTIME1>、

非整時發生時間 2<PEAKTIME2>、非整時發生時間 3<PEAKTIME3>、最大瞬時

流量發生時分<T_XQ_X>、最大瞬時流量<XQ_X>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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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流量 

資料量 679627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FlowHourly.

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0 

資料集名稱 河川流量測站站況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所屬流量站之基本資料，有助於了解流量站的相關內

容。 

主要欄位說明 測站所屬流域(主流)<Affiliated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支

流)<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

流)<AffiliatedSubSubsidiaryBasin>、一級警戒水位高（m）<AlertLevel1>、二級警

戒水位高（m）<AlertLevel2>、三級警戒水位高（m）<AlertLevel3>、流域編號

<BasinIdentifier>、是否易受天災破壞<BrittlenessStatus>、所需車程(單程，小

時)<CarDriveDistanceInHours>、測站有市電供電<CityElectricitySupplyStatus>、工

程施工管理<ConstructionManagement>、設置之橋樑或構造物名稱

<CrossRiverStructuresNameOfEquipment>、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

(日)<DataCollectionFrequecy>、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文組彙整

<DataSubmitted>、集水面積<DrainageArea>、測站上游是否有放水點

<DrainageStatus>、生態環境監測<EcologicalEnvironmentMonitoring>、水尺零點

標高<ElevationOfWaterLevelZeroPoint>、英文站址<EnglishAddress>、河川英文名

稱<EnglishgRiverName>、英文站名<EnglishName>、設備型態

<EquipmentStatus>、是否設置於跨河構造物

<EquipmentStatusOnCrossRiverStructures>、防汛用途<FloodPreventionPurpose>、

是否為高含砂量河段<HighSedimentStatus>、水利設施管理

<HydroFacilityManagement>、水文觀測用途<HydrologicalMonitoringPurpose>、測

站是否易遭雷擊<LightningStatus>、中文站址<LocationAddress>、TM2 度分帶 67

坐標<LocationByTWD67>、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ByTWD97>、現場巡邏

或維護之頻率(日)<MaintainCycle>、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組彙整原因

<NoPeriodicalDataSubmissionReason>、正常觀測之性質

<NormalObservationType>、觀測項目<ObervationItems>、觀測方式

<ObservationMethod>、觀測原因<ObservationReason>、觀測現況

<ObservationStatus>、站號<ObservatoryIdentifier>、中文站名

<ObservatoryName>、是否有人工現場收集資料<OnSiteDataCollection>、特定計

畫或特定需求<OtherRequirement>、即時資料傳送頻率(平

時)<RealTimeDataDeliveryFrequency>、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RealTimeDataDeliveryFrequencyInFloodDefenceTime>、備註<Remarks>、是否

有暫時取代之測站<ReplaceStatus>、河川中文名稱<RiverName>、測站斷面沖淤

變化<RiverSectionDepositionAndErosionChange>、設站日期<SetDate>、短期觀測

的原因<ShortObservationType>、設站地點太陽能板可能易遭外力破壞

<SolarPotentialDemage>、測站有太陽能供電<SolarStatus>、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

竊盜<StealStatus>、是否位於平直河段<StraightRiverStatus>、是否位於容易地層

下陷地區<SubsidenceStatus>、設站點陽光易受遮蔽<SunLightCoverageStatus>、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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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照是否充足<SunshineStatus>、是否感潮<TideStatus>、鄉鎮名稱<TownName>、

是否有傳輸設備<TransmissionEquipment>、上游引蓄水

<UpStreamReservoirStatus>、基準高程之引測來源<VerticalDatumSource>、所需步

行路程(單程，小時)<WalkDistanceInHours>、測站上游是否有引水點

<WaterDrawStatus>、水資源分區編號<WaterResourceDistrictIdentifier>、水資源分

區編號<WaterResourceNumb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940-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9-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92 

標籤/關鍵字 流量、站況 

資料量 11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03C07AD-F0E9-4D6D-8CAB-

0DCCB056F811&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Flo

wObservatory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無因次單位歷線 

資料集描述 將單位歷線無因次化，並藉由無因次化結果與相關時間稽延公式，推求未設站地

區之設計流量成果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分析年<AnalysisYear>、單位歷線索引<Index>、站號<StationIdentifier>、X

軸(T/Ts*100)<Xaxis>、Y 軸(Q*Ts/DCMS)<Yaxi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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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謝孟益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7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2 15:13:26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12 11:29:51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無因次單位歷線 

資料量 14578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DimensionlessUni

tHydrograph.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6 

資料集名稱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現存站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為描述水利署主管 25 條中央管河川設置之河川流量觀測站空間位置

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

使用，欄位顯示為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03

筆。 2. 水利署所屬河川流量站已全部採用自動記錄方式觀測水位後，再依水位

流量率定曲線轉換為流量。 3. 本資料僅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

果之時序資料。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點選點位資訊後另有提

供流量資料的連結，將另開瀏覽器視窗至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網站，可提供

更加豐富的功能與查詢，包含空間資訊、時序資料與環域分析。 5. 呈上，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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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河川、流量、現存 

資料量 10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QASTA_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Existed

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5 

資料集名稱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已廢站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為描述水利署主管 25 條中央管河川設置之河川流量觀測站空間位置

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

使用，欄位顯示為已廢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340 筆。 2. 水利署所屬河川流量站已全部採用自動記錄方式觀測水位後，再依

水位流量率定曲線轉換為流量。 3. 本資料僅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

測成果之時序資料。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點選點位資訊後另

有提供流量資料的連結，將另開瀏覽器視窗至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網站，可

提供更加豐富的功能與查詢，包含空間資訊、時序資料與環域分析。 5. 呈上，

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

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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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河川、流量、已廢 

資料量 34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QASTA_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Abolishe

d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斷面樁資料 

資料集描述 河川斷面樁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岸別<Bank>、埋設年份<ConsYear>、斷面樁高程(97)<Elevation>、河川斷面樁號

<ID>、TM2 度分帶 67X 坐標<Location_TWD67>、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Location_TWD97>、管理機關編號<OrgID>、河川代碼<RiverID>、河川斷面編

號<Rvesc_ID>、標石<Ston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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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斷面 

資料量 51320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RiverCrossPile.x

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5 

資料集名稱 河川代碼 

資料集描述 台灣地區河川(含部分排水)代碼 備註：部分欄有空值係因代碼表有主流及支流上

下層從屬關係，故需保留。 

主要欄位說明 主流代碼<BasinIdentifier>、主流名稱<BasinName>、主流英文名稱

<EnglishBasinName>、支流英文名稱<EnglishSubsidiaryBasinName>、次支流英文

名稱<EnglishSubSubsidiaryBasinName>、次次支流英文名稱

<EnglishSubSubSubsidiaryBasinName>、所屬河川局代碼

<GovernmentUnitIdentifier>、備註<Remarks>、支流代碼

<SubsidiaryBasinIdentifier>、支流名稱<SubsidiaryBasinName>、次支流代碼

<SubSubsidiaryBasinIdentifier>、次支流名稱<SubSubsidiaryBasinName>、次次支

流代碼<SubSubSubsidiaryBasinIdentifier>、次次支流名稱

<SubSubSubsidiaryBasin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五年 

開始收錄日期 1989-01-01 

結束收錄日期 2016-05-03 

發布時間 2015-08-24 17:50:10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6-13 19: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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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97 

標籤/關鍵字 河川代碼 

資料量 42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36F84F7-7CFF-4084-9698-

813DD1A916F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Co

d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1 

資料集名稱 疏濬點位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提供全台灣水利署所掌管之最新各中央管河川疏濬資訊，包括疏濬

規劃量與目前執行量等相關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結束日期<EndDate>、執行量<ExecuteQuantity>、識別碼<Identifier>、計畫名稱

<PlanName>、規劃量<PlanQuantity>、河川別<River>、開始日期<StartDate>、統

計時間<StatisticDate>、執行情形<Status>、單位<Unit>、水系<WaterSystem>、坐

標<WGS84Locatio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敦琪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9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602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 3 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9-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09 16:12:42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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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標籤/關鍵字 河川疏濬 

資料量 3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0EDEAC14-9D38-4100-A67B-

4FEAA148204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Dredgin

gData.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統計 

資料集描述 各河川回報依河川相關管理規定核准案件統計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戶籍住址<Address>、核準日期<AllowDate>、申請人 ID<ApplicantIdentifier>、申

請人名稱<ApplicantName>、申請種類<ApplicationCaseType>、申請案件類別

<ApplicationType>、面積<Area>、母號<CadastreIdentifier>、子號

<CadastreSubIdentifier>、案件編號<CaseIdentifier>、案件類別<CaseType>、通訊

地址<ContactAddress>、縣市代碼<CountyIdentifier>、縣市名稱<CountyName>、

保證金金額<DepositAmount>、保證金退費單號<DepositIdentifier>、保證金入帳

日期<DepositInDate>、保證金核銷號碼<DepositNumber>、保證金退費日期

<DepositOutDate>、保證金退費金額<DepositOutMoney>、使用結算日

<GiveUpDate>、放棄使用原因<GiveUpReason>、種植類別<GrowType>、土地資

料編號<Identifier>、地先<LandFirst>、地目<LandKind>、地目名稱

<LandKindName>、等則<LandLevel>、土地種類<LandType>、圖號

<LayerNumber>、許可書證費金額<LicenseAmount>、許可書證費退費單號

<LicenseIdentifier>、許可書證費入帳日期<LicenseInDate>、許可書證號

<LicenseNumber>、許可書證費退費日期<LicenseOutDate>、許可書證費退費金額

<LicenseOutMoney>、收文日期<OfficialDocumentDate>、收文文號

<OfficialDocumentNumber>、私地所有權人<OwnerShip>、備註<Remarks>、河川

代碼<RiverCode>、河川名稱<RiverName>、段號代碼<SectionIdentifier>、段號名

稱<SectionName>、狀態(新申請)<Status>、土地狀態名稱<StatusName>、電話

<TelephoneNumber>、戶號<TenantUnitNumber>、鄉鎮代碼<TownIdentifier>、鄉

鎮名稱<TownName>、河川局代碼<UnitIdentifier>、河川局名稱<UnitName>、使

用期限(迄)<UseEndDate>、使用期限(起)<UseStartDat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6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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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聯絡人姓名 劉俊志 

聯絡人電話 04-2250134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6012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日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統計 

資料量 153059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AdmissionCase.x

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E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5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為記錄水利署於全台所建置之 118 處水情影像監視站錄影資料，從 2005

年起以每十分鐘一張的頻率記錄，對河川歷年演變情況進行長時間觀測，並提供

防災與環境保育相關之影像加值與研究之用。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水位量測器都

在水岸邊，常因洪水或水位暴漲而遭沖毀故障，以至於水情監測資料無法回傳或

資料有誤，而監視站大多建在遠離淹水地區並以光學變焦方式進行遠端監控，因

此可做為水情監測之輔助系統，在原系統故障失效時可利用影像資料於遠端進行

水情狀況的確認，並可透過影像處理辯識等技術來持續提供防災所需之現地資

訊。另一方面為了提升辨識率以及妥善率，近幾年已進行夜視功能以及備援系統

的改善，並導入大資料技術進行設備使用期限的分析預測，可做為預防性維護的

參考，期望達到不中斷服務的目的 

主要欄位說明 所屬流域<BasinIdentifier>、CCD 編號<CCDIdentifier>、監測點所在縣市(行政區

位置)<CCDSetCounty>、坐標系統<Coordinate>、影像圖片格式<ImageType>、影

像圖片網址<ImageURL>、坐標點位<LocationByTWD97>、input 參數

<Parameter>、站名<StationName>、監測點狀態<Statu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惠玲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3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十分鐘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75 

項目 內容 

開始收錄日期 2005-12-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50 

標籤/關鍵字 水情影像 

資料量 34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62C7288-F378-4BF2-966C-

2CD961732C52&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RealtimeImageCapturedForDisasterPrevention.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實測流量含砂量 

資料集描述 至現地實測之流量含砂量 

主要欄位說明 施測西元日期<AdDate>、校正比<AdjRate>、顆粒分析點<AnaPoint>、儀器型式

<Appastyle>、水面寬<CrossWidth>、觀測日期<Date>、流量<Dischage>、儀器效

率<Efficiency>、站號<ID>、水位<LevelAvg>、校正後水位<LevelRate>、水位變

化<LevelVar>、觀測人員<Name>、含沙量<Ppm>、備註<Remarks>、取樣方式

<Sampway>、斷面面積<SectionArea>、測點個數<SectionNum>、流速

<SpeedAvg>、施測時間<SurveyTime>、施測方式<SurveyWay>、輸沙量

<SuspLoad>、觀測時間<Ti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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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實測、含砂量 

資料量 161115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SandConten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0 

資料集名稱 河川支流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臺灣地區各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屬於水資源開發或國土保

育或區域發展關係重大之水系，並經公告之水道。內容包含流域名稱、河川名稱

等項目。河川依其管理權責，分為中央管河川、直轄市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

三類。 2. 河川（支流）的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

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河川中文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

形式為線，資料筆數總計 2,015 筆。 3. 支流在水文學上指匯入另一條河流（或

其他水體）而不直接入海的河流。支流所匯入的河流稱為幹流或主流，兩河或多

河交匯之處稱為合流或合流處。與支流相反的情況稱為分流。沿河水的流動方

向，可稱為左側支流和右側支流。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河川名稱、發源地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0-07-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3-10 15:29:41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3-08 18:13:42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河川、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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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量 201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ERLIN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Su

bsidiaryBasi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1 

資料集名稱 河川河道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臺灣地區各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屬於水資源開發或國土保

育或區域發展關係重大之水系，並經公告之水道。內容包含流域名稱、河川名稱

等項目。河川依其管理權責，分為中央管河川、直轄市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

三類。 2. 河川（河道）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

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河川中文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

式為，資料筆數總計 13,261 筆。 3. 河流有其河道，河道底部稱為河床。 4. 使

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

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河川名稱、河川類別、河川代碼、發源地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0-07-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3-10 15:29:41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3-08 17:46:47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河流、河道 

資料量 1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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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IVERPOLY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Co

urseBasi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72 

資料集名稱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全臺河川流域範圍，水利署轄下共區

分為 10 個河川局，共轄管臺灣 25 條中央管河川流域之河川水文、水理、水文氣

象等資料。 2.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

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河川局中文名稱，地理空間

資料表現形式為面，資料筆數總計 10 筆。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

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

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河川局編號、河川局名稱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3-08-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2-05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河川局、管轄範圍 

資料量 1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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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RV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Ma

nagementOfficeJurisdic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6 

資料集名稱 水利事業歷史用地取得作業執行情形 

資料集描述 水利工程用地取得之執行作業歷史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ActTsch7>、內政部核准徵收<ActTsch9>、用地取得方式

<AddClass>、工程名稱(工程編號)<ConstructionNameAndNumber>、已執行預算

<LandJobExp>、用地面積(公頃)<LandPublicArea>、河川局<Unitid>、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廖士維 

聯絡人電話 04-2250136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701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用地取得、用地 

資料量 104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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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78F2834C-68FB-44C1-8D04-

F407CB32BC7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istorica

lLandRetrievingRecord.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日水位 

資料集描述 提供年度地下水每日水位統計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1 日水位<DL1>、10 日水位<DL10>、11 日水位<DL11>、12 日水位<DL12>、13

日水位<DL13>、14 日水位<DL14>、15 日水位<DL15>、16 日水位<DL16>、17

日水位<DL17>、18 日水位<DL18>、19 日水位<DL19>、2 日水位<DL2>、20 日

水位<DL20>、21 日水位<DL21>、22 日水位<DL22>、23 日水位<DL23>、24 日

水位<DL24>、25 日水位<DL25>、26 日水位<DL26>、27 日水位<DL27>、28 日

水位<DL28>、29 日水位<DL29>、3 日水位<DL3>、30 日水位<DL30>、31 日水

位<DL31>、4 日水位<DL4>、5 日水位<DL5>、6 日水位<DL6>、7 日水位

<DL7>、8 日水位<DL8>、9 日水位<DL9>、井號<ID>、月<MM>、年<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12-1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台灣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日水位 

資料量 130224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GWLevelDaily.x

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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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為描述水利署所屬各地下水井之年度水位統計資訊，包含各井之年

平均水位、年最高日水位、年最高日水位發生日、年最低日水位、年最低日水位

發生日、瞬間最高水位、瞬間最高水位發生日時、瞬間最低水位、瞬間最低水位

發生日時刻等，有助於了解各觀測井每年度水位之極值，並可利用此資料集掌握

觀測井歷年極值變化之趨勢。本資料集的製作方式由水利署所屬第一~十河川局

每月收集觀測井之觀測資訊，並利用統計方式計算而來。 

主要欄位說明 年平均水位<AnnualAverageWaterLevel>、年最高日水位

<AnnualMaximumDailyWaterLevel>、瞬間最高水位

<AnnualMaximumMomentWaterLevel>、年最低日水位

<AnnualMinimumDailyWaterLevel>、瞬間最低水位

<AnnualMinimumMomentWaterLevel>、年最高日水位發生日

<AnnualOccurredDateOfMaximumDailyWaterLevel>、年最低日水位發生日

<AnnualOccurredDateOfMinimumDailyWaterLevel>、瞬間最高水位發生日時

<AnnualOccurredTimeOfMaximumMomentWaterLevel>、瞬間最低水位發生日時

<AnnualOccurredTimeOfMinimumMomentWaterLevel>、井號<WellIdentifier>、西

元年<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高富員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8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992-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9-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40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水位 

資料量 1211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C79B9CF3-122E-43B6-A436-

D7F6B40C0D3A&forma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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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AnnualS

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87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水位觀測井井況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係經濟部水利署於全台各地下水區設置之地下水觀測站井井況資料，其

中包含觀測井井號、設置位置、坐標、井深、井頂高、所屬地下水分區、地下水

分層、開始觀測日期及廢站日期等基本資訊，除了解全台地下水觀測井分布及設

置概況外，可配合各觀測井水位資料，進一步分析區域地下水文情勢。其中，本

資料集之井頂高資料係指觀測井井口高程資料，其仍可能因地層下陷、地震等因

素而有所變動，建請使用者審慎使用並注意是否有更新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基準高<BaseElevation>、縣市名稱<County>、縣市代碼<CountyIdentifier>、廢站

日期<DisuseDate>、設站日期<EstablishDate>、完鑿日期<FinishDate>、完鑿深度

<FinishDepth>、距地面高<GroundHeight>、地下水分層代碼

<GroundwaterLayerCode>、地下水分區名稱<GroundwaterZone>、地下水分區代碼

<GroundwaterZoneIdentifier>、井號<Identifier>、含水層屬性<LayerAttribute>、站

址<LocationAddress>、TM2 度分帶 67 坐標<LocationByTWD67>、異動日期

<ModificationDate>、異動別<ModificationReason>、管理單位代碼

<OrganizationIdentifier>、井管材質<PipeMaterial>、備註<Remarks>、水位開始觀

測日期<StartDateOfWaterLevelObservation>、鄉鎮名稱<Town>、鄉鎮代碼

<TownIdentifier>、水位高<WaterLevel>、水資源分區名稱

<WaterResourcesDistrictName>、井深<WellDepth>、目前井頂高<WellElevation>、

井名稱<WellName>、孔數<WellNumber>、井徑<WellRadius>、井別<WellTy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高富員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8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2-03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6-27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42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觀測井 

資料量 877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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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AD99E410-8E27-4B5A-AC46-

143F7B74C31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Ground

waterWaterLevelObservationWell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時水位 

資料集描述 各站地下水一天 24 小時之各小時水位高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1 點水位<HL1>、10 點水位<HL10>、11 點水位<HL11>、12 點水位

<HL12>、13 點水位<HL13>、14 點水位<HL14>、15 點水位<HL15>、16 點水位

<HL16>、17 點水位<HL17>、18 點水位<HL18>、19 點水位<HL19>、2 點水位

<HL2>、20 點水位<HL20>、21 點水位<HL21>、22 點水位<HL22>、23 點水位

<HL23>、24 點水位<HL24>、3 點水位<HL3>、4 點水位<HL4>、5 點水位

<HL5>、6 點水位<HL6>、7 點水位<HL7>、8 點水位<HL8>、9 點水位<HL9>、

井號<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時水位 

資料量 3353875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GWLevelHourl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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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參考網址 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86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係經濟部水利署全台各地下水觀測站之地下水位歷年統計資料，可藉其

了解各觀測站井所在位置之地下水位歷年概況，包含歷年平均水位、最高水位、

最低水位...等相關資訊，使用者可配合水利署公開之各地下水位觀測井井況資

料，藉由觀測井座標等資訊進一步了解區域地下水位狀況。 經濟部水利署地下

水位觀測資料係每個月一次派員進行資料蒐錄及檢核，以每小時紀錄一筆數據，

因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已公告實施，使用者倘需時水位等較詳細數據，

可至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申請網」申請。   

主要欄位說明 歷年年平均日水位<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歷年年平均日水位標示

<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Mark>、歷年最高年平均日水位

<High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歷年最高年平均日水位標示

<High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Mark>、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

<High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標示

<High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Mark>、歷年最高瞬時水位

<HighestAnnualMomentWaterLevel>、井號<Identifier>、歷年最低年平均日水位

<Low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歷年最低年平均日水位標示

<Low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Mark>、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

<Low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標示

<Low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Mark>、歷年最低瞬時水位

<LowestAnnualMomentWaterLevel>、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發生日期

<OccurredDateOfHigh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發

生日期<OccurredDateOfLowestAnnualDailyAverageWaterLevel>、歷年最高瞬時水

位發生日時<OccurredTimeOfHighestAnnualMomentWaterLevel>、歷年最低瞬時水

位發生日時<OccurredTimeOfLowestAnnualMomentWaterLevel>、歷年最高年平均

日水位發生年<OccurredYearOfHigh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歷年最低

年平均日水位發生年<OccurredYearOfLowestAnnualAverageDailyWaterLevel>、西

元年<Year>、該井完整觀測年數<YearsOfCompleteObservation>、觀測年數

<YearsOfObservatio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高富員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8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2-03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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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發布時間 2016-06-27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41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資料量 1215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FAA59A4-705F-4EAD-9047-

E3D2347FCF9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istoric

alS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94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_現存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地下水水質監測站位置圖，用以提供各

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

現存站區域位置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878 筆。 水

利署主管全臺地水水水位觀測井位置，地下水水位觀測井區分自記（每小時記錄

一次）、普通井（每月人工記錄一次），觀測項目為地下水水位(m)。本資料僅納

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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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6 

標籤/關鍵字 地下水、觀測井、普通站 

資料量 87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gwobwell_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Existed

GroundwaterWell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鑿井記錄 

資料集描述 地下水觀測井之鑿井紀錄   

主要欄位說明 監造單位<BuildUnit>、井深<Depth>、承辦單位<EntryUnit>、完鑿日期

<FinalDate>、井號<ID>、井管材料<Material>、井管口徑<Radiu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鑿井 

資料量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NewWellRecord.x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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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站況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地下水觀測井之測站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井站地址<Address>、核准公函日期<ApproveDate>、核准公函檔名

<ApproveName>、含水層位置(m)<Aquifer>、基準高<BaseElevation>、附近雨量

站流域編號<BasinID>、廢井日期<BolishDate>、井底影像檔案

<BottomholeImage>、監造單位<Build>、導水係數(T)<Con>、縣市代碼（RITI）

<CountyID>、井深<Depth>、井頂高<Elevation>、設置日期<EstablishDate>、執行

年度<ExeYear>、核准公函檔案<FileData>、核准公函檔案名稱<FileName>、核准

公函檔案大小<FileSize>、核准公函檔案上傳日期<FileUpLoadDate>、核准公函檔

案上傳人員 ID<FileUpLoadEmpID>、完鑿日期<FinishDate>、完鑿深度

<FinishDepth>、地下水分區名稱<GWZone>、地下水分區代碼（3 碼）

<GWZoneID>、距地面高<Height>、柱狀圖檔案<HistogramNum>、監測井編號

<ID>、監測地下水層<Layer>、含水層屬性<LayerProperty>、水位高<Level>、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Location_TWD67>、井管材質<Material>、出水量

<Oeie>、管理單位<OrganizationID>、抽水量(cmh)<PumpLevel>、井管直徑

<Radius>、附近雨量站編號<RainfallStationID>、備註<Remarks>、水位開始觀測

日期<StartDate>、靜水位(m)<StaticLevel>、井況<Status>、承辦單位

<Supervise>、鄉鎮代碼（RITI）<TownUD>、透水係數<Trans>、異動日期

<UpdateDate>、異動別<UpdateType>、水資源分區<WaterDistrict>、井站名稱

<WellName>、井管孔數<WellNumber>、井別<WellTy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非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為環保署) 

授權說明網址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測站基本資料 

資料量 1341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GroundwaterQuali

tyStatio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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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下水水質 

資料集描述 實測之地下水水質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銀(mg/l)<Ag>、砷(mg/L)<ARS>、生化需氧量(mg/l)<BioOxygenDemand>、鈣

(mg/L)<CA>、碳酸根<Carbonate>、鎘(mg/L)<CD>、化學需氧量

(mg/l)<ChemistryOxygenDemand>、氯(mg/L)<CL>、鉻(mg/l)<CR>、銅

(mg/l)<CU>、大腸菌(個/100ml)<ECOLI>、電導率<ElectricConductivity>、檢測日

期<ExamineDate>、鐵(mg/L)<FE>、重碳酸根(mg/L)<HCO3>、汞(μg/l)<Hg>、鉀

(mg/L)<K>、鎂(mg/L)<MG>、錳(mg/L)<MN>、鈉(mg/L)<NA>、氨_氮

(mg/L)<NH3_N>、亞硝酸_氮(mg/L)<NO2_N>、硝酸_氮(mg/L)<NO3_N>、有機氮

<OrganicN>、地下水井站號<OrganizationID>、氧化還原潛能<Oxidation-

ReductionPotentialofWater>、鉛(mg/l)<Pb>、酸鹼度<pH>、氧化還原電位

(mv)<RedoxPotential>、取樣日期<SampleDate>、硫酸根(mg/L)<SO4>、硫化物

(mg/l)<Sulfide>、水溫<Temp>、硬度(mg/L)<TH>、總鹼度

(mg/l)<TotalAlkalinity>、總有機碳<TotalOrganicC>、總懸浮固體

(ntu)<TotalSuspendedSolids>、總溶解固體<TS>、濁度<Turbidity>、鋅(mg/l)<Z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非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為環保署) 

授權說明網址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水質 

資料量 6054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GroundwaterQuali

ty.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 

資料集描述 各地層下陷監測井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縣市名稱<County>、設置日期<EstablishDate>、井號<ID>、北緯-度<Latitute>、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Location_TWD67>、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Location_TWD97>、東經-度<Lontitute>、站號<StationID>、磁環總數

<TotalAmount>、鄉鎮名稱<Town>、井深(m)<WellDepth>、井名<Wel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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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文祥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7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座標、深度、磁環數 

資料量 49 

備註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LandSubsidenceW

ell.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E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1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提供全臺地層下陷地區水利署所屬 GPS 連續固定站之基本資訊，目前署

內共計有 13 個 GPS 固定站，包括彰化西港國小、新生國小、湖南國小、溪州國

小、雲林新興國小、土庫國中、客厝國小、光復國小、林內國中、宏崙國小、台

大醫院雲林虎尾院區、明德國小及嘉義布袋國小 GPS 固定站等；GPS 固定站設

備主要包含 GPS 接收儀、網路系統、溫控散熱系統、防落雷突波裝置、備用電池

不斷電系統以及 GPS 天線等。GPS 連續固定站具有 24 小時全天候觀測、衛星星

群於全球分佈、不受天氣和時間影響的特性，因此 GPS 連續固定站能提供每日的

高程結果，可進一步得知逐日高程隨時間的變化情形；因此，GPS 連續固定站的

時間解析度為一天。而 GPS 連續固定站提供的是單一測站的高程變化，故無法代

表整個地區之地表變化，特此說明。 

主要欄位說明 地址<Address>、縣市代碼<CountyIdentifier>、廢除時間<DisuseDate>、建站時間

<EstablishedTime>、設站單位<EstablishedUnit>、地下水分區代碼

<GroundwaterZoneIdentifier>、坐標 TWD67<LocationByTWD67>、坐標

TWD97<LocationByTWD97>、經緯度<LocationByWGS84>、管理單位

<ManagementUnit>、監測頻率<MonitoringFrequency>、GPS 固定站代號

<StationIdentifier>、GPS 固定站名稱<StationName>、使用狀況<Status>、行政區

代碼<TownIdentifi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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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致良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7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999-09-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57 

標籤/關鍵字 地層下陷 GPS 

資料量 1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3728DC0-04DB-436C-9B29-

46D3CEE0EAB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SubsidenceGPSStation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E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2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監測資訊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提供全臺地層下陷地區水利署所屬 GPS 連續固定站之高程資訊，讓使

用者瞭解現有 GPS 連續固定站監測的資料時間段，與其對應的高程結果；目前署

內共計有 13 個 GPS 固定站，包括彰化西港國小、新生國小、湖南國小、溪州國

小、雲林新興國小、土庫國中、客厝國小、光復國小、林內國中、宏崙國小、台

大醫院雲林虎尾院區、明德國小及嘉義布袋國小 GPS 固定站等。GPS 連續固定

站具有 24 小時全天候觀測、衛星星群於全球分佈、不受天氣和時間影響的特

性，因此 GPS 連續固定站能提供每日的高程結果，可進一步得知逐日高程隨時間

的變化情形；因此，GPS 連續固定站的時間解析度為一天。而 GPS 連續固定站

提供的是單一測站的高程變化，尚無法代表整個雲林地區及嘉義地區的地表變

化，特此說明。經水利署逐次審查通過後，於每年公布正式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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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欄位說明 高程<Height>、觀測時間<ObservationtTime>、GPS 固定站代碼<StationIdentifi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致良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7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1-07-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58 

標籤/關鍵字 地層下陷 GPS 

資料量 504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326FDEF-D1EB-4948-A5BD-

7D8961F94CB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SubsidenceGPSStationSubsidenceObservationDa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62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之辦公廳設位置資訊，用以提供各政府機

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水利署

單位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8 筆。 2.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

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名稱、地址、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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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2-07-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水利署、單位 

資料量 1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WATRELIN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AndSubUnit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69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

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區域範圍，地理空間

資料表現形式為面，資料筆數總計 3 筆。 2. 水利署共設有北、中、南區水資源

局，主要管理臺灣與離島地區水資源、水質水量之保護等工作，並再下轄各水

庫、堰、壩等管理機關。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

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編碼、資源局名稱、轄區面積、轄區周長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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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0-08-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3-10 15:29:41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3-10 15:08:22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 

資料量 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wrar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fficeJurisdic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68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分區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資源分區圖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

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區域範圍，地理空間資料表

現形式為面，資料筆數總計 4 筆。 2. 臺灣本島地區水資源分區，區分為北、

中、南、東 4 區，並以縣市為空間單元進行區分。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

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

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區域範圍、水資源分區編號、水資源分區名稱、編號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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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0-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3-10 15:29:41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3-10 15:11:04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分區 

資料量 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WEBREG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Zoning.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60 

資料集名稱 歷史淹水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署河川局於中央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或颱風警報，倘轄區內降雨及積(淹)水

達一定規模致發生淹水災害者，視災情自行啟動淹水災害調查，並由本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彙整。僅供本署分析歷次淹水災害致災事件、範圍，以利工程成效分析

之參考。本資料係屬大尺度之淹水調查。局部、零星、都市道路或低漥農漁塭區

淹積水範圍則不在調查範圍內。本調查資料受限調查時間、人力及經費等諸多因

素，其資料僅呈現大尺度淹水情況，但其淹水程度會隨局部或系統性工程完成時

間而有所消長。 

主要欄位說明 事件日期<EventDate>、事件名稱<EventName>、災害縣市<County>、淹水點編號

< FloodingAreaIdentifier >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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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劉振隆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chanlung@wrap.gov.tw 

更新頻率 約 2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4-07-02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1 14:25:50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09 13:59:15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210 

標籤/關鍵字 淹水 

資料量 2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歷年颱風淹水範圍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207AC84F-63A3-4584-A001-

75BF27D91CB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istorica

lFloodingArea.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抽水站水情 

資料集描述 為了解抽水站外水之水位變化情形設立，用以監控應變防汛之用。產製周期以 1

小時為單位。 

主要欄位說明 內水位<InflowLevel>、外水位<OutflowLevel>、年月日時<RecordDate>、抽水站

編號<Station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三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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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umpingHydroInf

orm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抽水站水情 

資料量 8 站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淹水災情 

資料集描述 淹水災情 

主要欄位說明 淹水情形(面積 m)<Area>、縣市編號<CountyId>、建立時間<CreateDate>、通報淹

水時間<Date>、淹水情形(深度 cm)<Depth>、淹水戶數<EffectedHouseholds>、是

否退水<FloodStatus>、群組編號<GroupId>、編號<ID>、經度

(WGS84)<Latitute>、地點(含範圍)<Location>、緯度(WGS84)<Lontitute>、修改時

間<ModifyDate>、備註<Note>、狀態(已無使用)<Status>、鄉鎮編號<TownId>、

淹水情形(類別編號)<Type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loodingDisasterI

nform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淹水災情 

資料量 30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淹水災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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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描述 淹水災情-照片 

主要欄位說明 建立時間<CreateDate>、淹水編號<FloodingID>、編號<ID>、縮圖路徑

<ImageUrl>、修改時間<ModifyDate>、圖片名稱<Name>、路徑<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loodingDisasterI

nformationImage.xml 

標籤/關鍵字 淹水災情、照片 

資料量 0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9 

資料集名稱 抽水站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近海雨量站現存站位置圖資料，用以

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

顯示為抽水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83 筆。 2. 防洪

抽水站多設置於已完成整治之河道，於洪鋒通過時，水門已關閉之狀況下，將堤

內積水以機械方式抽送至堤防外。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岸別、型式、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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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1-12-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抽水站 

資料量 8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PUMP_DRAIN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Pu

mpingStation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56 

資料集名稱 淹水潛勢圖 

資料集描述 淹水潛勢圖是經由設計降雨情境、特定水文地文條件及水理模式演算，模擬防洪

設施於正常運作下可能的淹水情形。淹水潛勢圖之內容包含透過降雨組體圖說明

設計降雨情境、依據不同淹水深度級距以不同顏色標示該淹水深度之範圍、使用

限制說明。淹水潛勢圖係為預先掌握災害風險而產製，但目前淹水潛勢圖尚無法

模擬未來颱洪事件的降水歷程與淹水狀況，故產製時係依據水文分析之結果，設

定不同之降雨量及降雨歷程，其產品僅能供災前防汛整備應變之用。淹水潛勢圖

產製過程中需考量與假設的變因眾多，而時空解析度與複雜度對於圖資產出成果

有重大影響，故模擬結果具不確定性。依據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規定，淹水潛

勢圖僅供防災相關業務使用，但不得援引作為土地使用管制或土地開發限制的判

定依據。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害潛勢圖資應 5 年更新一次，故有效期限可視

為 5 年。淹水潛勢圖資之空間限制係依據每一次淹水潛勢更新工作之模式建構範

圍，模式範圍內之區域即為淹水潛勢圖註釋之區域。淹水潛勢圖可供地方政府作

為災害防救計畫研擬的參考依據，並進一步加值為鄉鎮層級防災地圖，以提供離

災與減災的重要資訊。此外，也可提供相關防救災資訊系統與應用服務平台，進

行防災業務相關的介接與應用。 

主要欄位說明 淹水範圍、深度、圖例及製作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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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徐浩仁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6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7-12-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1 14:25:50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4-11 16:12:06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07 

標籤/關鍵字 淹水潛勢 

資料量 1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基隆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2A3315BE-D897-43C3-B31D-

DD1DE21756DF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臺北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180BC02-FC6D-4888-8CCC-

24BB60CF366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新北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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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2E21D11-C654-41C6-B2F0-

30E7A3B14FC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桃園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8E68A9CA-67C2-4DE7-8E0A-

9434ED71A0E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新竹縣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E3FAEA4-4C1B-4F9D-9B7F-

37156A10FC8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苗栗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DA2E50BD-31EB-4792-92BF-

65FE1C239CE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臺中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3D58D50-75EB-4F39-96D9-

F226AF4220FD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彰化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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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8E570018-AD61-4115-B5C3-

0437499F038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南投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401EF592-4F0F-4601-84FB-

053DEF95244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雲林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76D1E03-A56D-4A65-B66F-

DF8939ED9819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嘉義縣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B129214-FDC2-4137-9756-

AF3ED91F90A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臺南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0D96986-9358-4D7D-AEC4-

723EC80184D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102 

項目 內容 

資料資源描述 高雄市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4F897880-966D-4278-8E8A-

565D5E6F9512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屏東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98AB5DE-9026-4FF6-B0D3-

7A9589C63DE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宜蘭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E2E00E62-84C7-4F0C-B17E-

D97D20C55139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花蓮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ED11F7C-BD25-43DB-8C42-

E5E9C981C56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臺東縣 

檔案格式 SHP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D7060946-9EC3-4D19-AFBD-

B3973E483687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103 

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undati

onProbabilityMap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1 

資料集名稱 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公告資料，包括公告日期、公告面積以及涵蓋範圍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公告面積<BulletArea>、公告日期<BulletDate>、公告文號<BulletDocNo>、保護

區名稱<Conservation>、涵蓋範圍<InsideSco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詹麗梅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7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9-18 16:58:18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32 

標籤/關鍵字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資料量 11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6C0ECFCB-7A80-4092-91BA-

23973E56CF83&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Qu

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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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與執行成果 

資料集描述 歷年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金額以及經費分配運用狀況 

主要欄位說明 專戶運用小組行政費<AccountsOperationalGroupAdministrativeFee>、小組行政機

關<AccountsOperationalGroupAffiliatedOrganization>、保護區名稱

<ConservationAreaName>、保護區排序<ConservationAreaSort>、本年度支用餘額

<ExpenditureBalanceCurrentYear>、以前年度支用餘額

<ExpenditureBalancePastYear>、本年度徵收收入<LevyRevenueCurrentYear>、自來

水事業手續費<WaterBusinessCommission>、水源保育與回饋執行經費

<WaterConservationFeedbackExecutiveBudget>、水費減收補貼

<WaterFeeReductionSubsidy>、水資源作業基金行政費

<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AdministrativeFee>、統計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詹麗梅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7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 6 個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07-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10 10:59:36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38 

標籤/關鍵字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資料量 100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CA43E80-91C8-4586-B0F1-

729F21081D1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ompen

sationImpose.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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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稱 專戶運用小組名單 

資料集描述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歷屆成員及任期   

主要欄位說明 屆期<AppointedID>、起始任期<BeginDate>、任職機關<Division>、結束任期

<EndDate>、成員類別<MemberType>、成員姓名<Participant>、保護區簡稱

<ShortName>、職稱<Tit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詹麗梅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7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二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ommitt

eeMember.xml 

標籤/關鍵字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資料量 1890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源特定區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源特定區圖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

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區域範圍，地理空間資料表

現形式為面，資料筆數總計 1 筆。 2. 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係國內第一個經由

都市計畫法設立之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負責管理新店溪青潭堰上游集水區之水

源、水質、水量之安全與潔淨，以保護供應大臺北地區自來水之水源、水質不受

破壞與污染，特定區範圍涵蓋新北市之新店、烏來、石碇、坪林、雙溪等五區，

集水區面積廣達 717 平方公里。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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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3-08-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水源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wrat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So

urcesDistric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兩棲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及內容關鍵在於物種、位置、時間，讓

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需滿一

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調查時間宜注

意各類動物之繁殖期，避免選擇非活躍期間進行調查。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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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2-01 14:24:2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3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兩棲類 

資料量 317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DA129FE-CC54-4F3D-80D1-

509231F35235&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Amphibi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爬蟲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爬蟲類物種、位置、時

間，讓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需

滿一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調查時間

宜注意爬蟲類動物之繁殖期，避免選擇非活躍期間進行調查。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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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1-20 11:13:02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4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爬蟲類 

資料量 509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C6C40232-9F30-4D34-A35E-

0EB91710A23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Reptil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哺乳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及內容關鍵在於物種、位置、時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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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需滿一

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調查方法，

中、大型哺乳類採集以足跡、排遺及其他痕跡進行判斷；小型哺乳類之齧齒類與

鼩鼱類之採集以穿越線法佈鼠籠；蝙蝠類可運用超音波回聲測錄辨種法進行調

查。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6-06-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10-25 16:52:2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25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哺乳類 

資料量 581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EE200B4-7D69-4307-8900-

97A517AB9F9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Mammal.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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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陸上昆蟲類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

方法以及數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

統所提供，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

一之管理及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

構造物辦理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陸上昆蟲類

物種、位置、時間，讓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

業要點，調查需滿一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

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1-20 11:09:20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6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陸上昆蟲 

資料量 2228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AA6C444-E34C-4BCE-80AC-

9DBEFA71701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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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Insec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魚類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

及數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

供，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

理及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

辦理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魚類物種、位置、

時間，讓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

需滿一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調查時

間宜把握各魚類之產卵期、洄游期、活動期。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1-20 11:08:08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7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魚類 

資料量 1120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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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A213887E-08F3-446E-8C62-

23DDA4887EF4&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Fish.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鳥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及內容關鍵在於物種、位置、時間，讓

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一年調查期間

至少二次。調查時間宜區分繁殖季與非繁殖季。在候鳥出現之地區應增加不同遷

徙期之調查，每次遷徙期調查二次。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2-01 14:20:2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28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鳥類 

資料量 2382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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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9F6A1BEE-1ADC-4EA2-8119-

72A1FF241A3B&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Ave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植物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及內容關鍵在於物種、位置、時間，讓

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一年調查期間

至少二次。調查時間宜把握植物開花期、結果期，以利鑑別物種。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11-14 20:08:04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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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29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植物類 

資料量 1342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AEDFB07-EFEB-4EC4-9B52-

E94AB928D133&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Planta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蝦蟹貝類物種、位置、

時間，讓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

需滿一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調查時

間宜注意蝦蟹貝類動物之繁殖期，避免選擇非活躍期間進行調查。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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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1-20 11:11:25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30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蝦蟹貝類 

資料量 376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323C38B-DB69-4E00-A557-

387FF148C1B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PrawnCrab.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藻類調查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調查所在的流域、河川、樣點、日期、物種、使用方法以及數

量。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彙整統合水利署歷年所完成之河川情勢資料，為河川情勢調查資料統一之管理及

查詢網站。期盼作為河川水資源管理，生態環境維護、及對河川區域構造物辦理

環境改善規劃需求時之參考資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藻類物種、位置、時

間，讓使用者能進一步分析物種時空分佈。依據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調查需

滿一年，每季至少一次，調查頻度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資料。藻類分為

浮游性及附著性藻類，河川上游之浮游性藻類較少有紀錄，其調查必要性可視個

案斟酌；河川下游之附著性藻類較少有紀錄，其調查必要性可視個案斟酌。 

主要欄位說明 調查法<Approach>、流域名稱<BasinName>、調查日期<Date>、科名<Family>、

TM2 度分帶 97 坐標<LocationTWD97>、數量<Number>、目名<Order>、備註

<Remarks>、河川代碼<RiverCode>、調查河川名稱<RiverName>、樣點代碼

<SamplingPointSiteIdentifier>、樣點名稱<SamplingPointSiteName>、物種代碼

<ScientificNameCode>、學名<SpeciesScientificName>、中文名

<SpeciesUniverse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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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林克韋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kwlin@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15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1-20 11:11:25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31 

標籤/關鍵字 河川情勢、藻類 

資料量 317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6023FF3-AC62-430B-9FF3-

6DB75A80B3EF&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yDataOfAlgae.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資料集描述 為了解水庫基本情況如水位、蓄水量及是否調節性洩水等情況，除基本平時狀況

外，應變期間亦會隨水庫最新狀況調整產製周期。 

主要欄位說明 集水區雨量<BasinRainfall>、有效容量<Capacity>、放流量合計<CrossFlow>、統

計日期時間<Date>、呆水位<DWL>、進水量<Inflow>、滿水位<NWLMax>、取

用水量<Outflow>、排洪道流量<OutflowDischarge>、出水量合計

<OutflowTotal>、溢洪道流量<RegulatoryDischarge>、水庫名稱<Reservoir>、水庫

編號<Reservoir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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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istorica

lReservoirExecu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資料量 113/(隨情況變動)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資料集描述 為了解水庫基本情況如水位、蓄水量及是否調節性洩水等情況，除基本平時狀況

外，應變期間亦會隨水庫最新狀況調整產製周期。   

主要欄位說明 有效蓄水量<Capacity>、觀測時間<Date>、排砂道流量<FloodTunnelOutflow>、發

電放水量<GEPFlow>、放流量小計<HQ>、入流量<Inflow>、預計放水時間

<NextFDCDate>、出流量<Outflow>、水庫編號<ReservoirID>、排洪道流量

<SluiceFlow>、溢洪道流量<SpillwayOutflow>、放水狀態別<StatusID>、取水流量

<UseOutflow>、水庫水位<WaterLin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altime

ReservoirExecu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資料量 227 /(隨情況變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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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警戒水庫水位值 

資料集描述 藉由降雨預報資料分析水位變化，以利評估相對應防汛作為，產製周期需俟降雨

預報進行分析，週期隨情況變動。 

主要欄位說明 縣市編號<CountyID>、縣市名稱<CountyName>、警戒發布時間<Date>、洩洪資

訊<Discharge>、預計洩洪時間<EstimateTime>、出流量<FloodDischarge>、水庫編

號<ID>、水庫編號<ReservoirID>、鄉鎮市編號<TownID>、鄉鎮市名稱

<TownName>、洩洪警戒值<WarnFlood>、水庫水位<WateLin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servoi

rAlertMeasurment.xml 

標籤/關鍵字 警戒水庫水位值 

資料量 0/隨情況變動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庫堰壩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水庫、堰、壩等設施位置資料，水

庫、堰、壩為人為工程，多設於河川、湖泊、水庫等地區。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

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水庫堰壩

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17 筆。 2.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

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編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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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2-04-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水庫、堰壩 

資料量 11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SWRESOIR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servoi

rDam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圖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

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中文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面，資料筆數總計 113 筆。 2. 依自

來水法第 11 條規定劃設，為確保水質與水量供應品質，範圍內限制或禁止開發

或污染行為。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

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河川名稱、保護區名稱、原始公告、修正公告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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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6-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資料量 11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TWQPROT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Qu

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庫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台灣早年即有水庫之建設，水庫管理更是本署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本署每年針

對公告水庫的基本資料進行維護，由水庫之管理單位依營管需要測量後並更新產

製，內容包括年度、地區別、水庫名稱、所在(或越域引水)溪流名稱、位置(縣

(市)鄉鎮)、型式、壩堰高、壩堰長、集水區面積、滿水位面積、設計總容量、設

計有效容量、目前總容量、目前有效容量、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功能等欄

位，每年一千多筆資料，逐年更新，做為本署掌握各水庫基本狀況的依據。 

主要欄位說明 功能<Application>、地區別<Area>、所在或越域引水溪流名稱<BasinName>、集

水區面積<CatchmentArea>、目前總容量<CurruntCapacity>、目前有效容量

<CurruntEffectiveCapacity>、設計總容量<DesignedCapacity>、設計有效容量

<DesignedEffectiveCapacity>、滿水位面積<FullWaterLevelArea>、壩堰高

<Height>、壩堰長<Length>、位置<Location>、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最近

完成庫容測量時間<TheLastestMeasuredTimeOfReservoirCapacity>、型式<Type>、

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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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雅媛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2-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本島及澎湖、金門、連江地區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2 

標籤/關鍵字 壩堰高、壩堰長、集水區面積、滿水位面積、總容量、有效容量、最近完成庫容

測量時間、功能 

資料量 4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D54BA676-ED9A-4077-9A10-

A0971B3B020C&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servoi

rsInform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庫淤積量 

資料集描述 台灣早年即有水庫之建設，水庫管理更是本署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本署每年針

對公告水庫的基本資料進行維護，由水庫之管理單位依營管需要測量後並更新產

製，內容包括年度、地區別、水庫名稱、設計總容量、設計有效容量、目前總容

量、目前有效容量、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水庫淤積量等欄位，資料逐年更

新，做為本署掌握各水庫淤積狀況的依據，並根據各水庫淤積狀況評估水庫壽

命，執行淤積濬渫等工程，力求每一個水庫的效能可以發揮到最大。   

主要欄位說明 地區別<Area>、目前總容量<CurruntCapacity>、目前有效容量

<CurruntEffectiveCapacity>、設計總容量<DesignedCapacity>、設計有效容量

<DesignedEffectiveCapacity>、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水庫淤積量

<ReservoirSedimentationVolume>、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

<TheLastestMeasuredTimeOfReservoirCapacity>、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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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雅媛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2-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本島及澎湖、金門、連江地區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3 

標籤/關鍵字 總容量、有效容量、淤積量 

資料量 4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55BF624-9B83-416B-9B12-

1C24EAEE2FF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servoi

rsSedimentationStatisticalDa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水庫營運 

資料集描述 台灣早年即有水庫之建設，水庫管理更是本署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本署每年針

對公告水庫的基本資料進行維護，由水庫之管理單位依營管需要測量後並更新產

製，內容包括年度、地區別、水庫名稱、期初存水量、進水量、發電水量(放流、

回流)、各標的用水量(總計、農業用水、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其他放流量、洩

洪量、損耗水量、年底水庫水量(期末存水量、淤積增減量、水位)等欄位，每年

一千多筆資料，逐年更新，做為本署掌握各水庫營運狀況的依據。   

主要欄位說明 地區別<Area>、發電水量回流<BackWaterVolumeOfPowerGeneration>、發電水量

放流<DischargeWaterVolumeOfPowerGeneration>、年底水庫水量

<EndYearStoragedWater>、年底水庫水位<EndYearWaterLevel>、洩洪量

<FlushingVolume>、農業用水量

<GrossVolumeOfWaterConsumptionForAgricultureWater>、各標的用水量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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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VolumeOfWaterConsumptionForAllPurposes>、生活用水量

<GrossVolumeOfWaterConsumptionForDomesticWater>、工業用水量

<GrossVolumeOfWaterConsumptionForIndustrialWater>、進水量<InflowVolume>、

期初存水量<InitialStorageWater>、損耗水量<LeakageVolume>、其他放流量

<OthersDischargeVolume>、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淤積增減量

<SedimentationVariation>、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雅媛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2-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本島及澎湖、金門、連江地區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5 

標籤/關鍵字 存水量、進水量、發電水量、用水量、其他放流量、洩洪量、損耗水量、水位 

資料量 4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度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16458BC-185A-469F-9ED5-

739E1092960F&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eservoi

rsOperationStatisticalDa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3 

資料集名稱 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所轄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料，資料內容包括水庫水位、

有效蓄水量、時雨量、本日累積雨量、觀測時間等。水位資料係於水庫適當位置

設置水位計，於整點擷取水庫水位資料，並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理單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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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水庫水位資料後，並依據水庫淤積測量結果，即可得水庫有效蓄水量資料。

時雨量資料則於水庫集水區適當位置設置多處雨量計，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理單

位資料庫，並經加權計算後即可得集水區(平均)時雨量資料。水位站及雨量站觀

測每小時更新一次，由於即時資料為監測儀器之原始資料，因此部份資料未經檢

核，使用者引用及參考時請謹慎注意。   

主要欄位說明 累積雨量<AccumulatedRainfall>、日期<Date>、有效蓄水量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acity>、時雨量<HourlyRain>、水庫代碼

<ReservoirIdentifier>、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水位<WaterLeve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南區水資源局   

聯絡人姓名 李卓鑫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e24886634@wrasb.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2003-12-29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7 

標籤/關鍵字 水位、蓄水量、雨量 

資料量 2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A49B760-3C0E-4288-B087-

D71D6CB360E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Zengwen

ReservoirRealTimeDa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所轄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料，資料內容包括水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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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效蓄水量、時雨量、本日累積雨量、觀測時間等。水位資料係於水庫適當

位置設置水位計，於整點擷取水庫水位資料，並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理單位資料

庫。測得水庫水位資料後，並依據水庫淤積測量結果，即可得水庫有效蓄水量資

料。時雨量資料則於水庫集水區適當位置設置多處雨量計，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

理單位資料庫，並經加權計算後即可得集水區(平均)時雨量資料。水位站及雨量

站觀測每小時更新一次，由於即時資料為監測儀器之原始資料，因此部份資料未

經檢核，使用者引用及參考時請謹慎注意。   

主要欄位說明 累積雨量<AccumulatedRainfall>、日期<Date>、有效蓄水量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acity>、時雨量<HourlyRain>、水庫代碼

<ReservoirIdentifier>、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水位<WaterLeve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南區水資源局   

聯絡人姓名 李卓鑫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e24886634@wrasb.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8-05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8 

標籤/關鍵字 水位、蓄水量、雨量 

資料量 2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C3CCE0C8-FB4F-4A44-B05E-

C2AC775366C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Agongdi

anReservoirRealTimeData.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126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所轄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料，資料內容包括水庫水位、

有效蓄水量、時雨量、本日累積雨量、觀測時間等。水位資料係於水庫適當位置

設置水位計，於整點擷取水庫水位資料，並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理單位資料庫。

測得水庫水位資料後，並依據水庫淤積測量結果，即可得水庫有效蓄水量資料。

時雨量資料則於水庫集水區適當位置設置多處雨量計，透過傳輸系統傳回管理單

位資料庫，並經加權計算後即可得集水區(平均)時雨量資料。水位站及雨量站觀

測每小時更新一次，由於即時資料為監測儀器之原始資料，因此部份資料未經檢

核，使用者引用及參考時請謹慎注意。 

主要欄位說明 累積雨量<AccumulatedRainfall>、日期<Date>、有效蓄水量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acity>、時雨量<HourlyRain>、水庫代碼

<ReservoirIdentifier>、水庫名稱<ReservoirName>、水位<WaterLeve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南區水資源局   

聯絡人姓名 李卓鑫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e24886634@wrasb.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2003-12-29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9 

標籤/關鍵字 水位、蓄水量、雨量 

資料量 2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7C0788D-F513-472D-A80E-

1C6372C2FBA5&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MudanR

eservoirRealTimeData.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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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編號 E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枯旱預警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係提供臺灣地區供水情勢(枯旱預警)通報，依通報日期將臺灣地區

分為臺北市及新北市部分地區、新北市板新地區、基隆市及新北市汐止區、新北

市部分地區、桃園市及新北市林口區、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及彰化縣北

部地區、南投縣、彰化縣南部地區、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北部地區、屏東縣南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等供水區，並將預警水情分為水情正常、水情稍緊、一階限水、二階限水

及三階限水等狀況，以提供各地區水情狀況。本資料業已公布於水利署全球資訊

網   

主要欄位說明 預警顯示<DroughtWarningCriteria>、通報日期<DroughtWarningDate>、預警水情

<DroughtWarningStage>、警戒值<DroughtWarningValue>、到達警戒值預估時間

<DroughtWarningValueReachedEstimatedTime>、蓄水率

<ReservoirImpoundmentPercent>、蓄水現況<ReservoirImpoundmentStatus>、水庫

名稱<ReservoirName>、預警目前值<WarningPresentValue>、預估實施限水時間

<WaterRestrictionsEstimatedTime>、供水區<WaterSupplyDistric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2-07-18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59 

標籤/關鍵字 枯旱預警 

資料量 20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C082D33-AF41-4558-81A5-

7A092E08F845&forma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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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Drought

Warning.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設施水利災情 

資料集描述 為統計颱風豪雨事件後，水利設施載損情況，產製周期試實際災情變動。 

主要欄位說明 處理情形<Condition>、縣市代碼<CountyID>、建立時間<CreateDate>、發生日時

<Date>、災情說明<Description>、設施災情編號<ID>、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Location_TWD97>、修改時間<ModifyDate>、是否對外發佈<PublishStatus>、預

估修復金額<RehabilitationFunding>、災情聯絡電話<REMARKS>、預估搶修金額

<RepairFunding>、處理狀態<Status>、災情地點<TownID>、設施種類<Type>、是

否上傳水利署<UploadStatu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acilityDisasterInf

orm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設施水利災情 

資料量 0/隨情況變動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為了解防汛備料如太空包等相關整備數量，以利防汛整備應變監控及調度之用，

於每年汛期前完成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建立日期<CreateDate>、建立人<CreateName>、目前結算數量<CurrentAmount>、

備註描述<Description>、流水號<ID>、備料 ID<ItemID>、修改日期

<ModifyDate>、修改人<ModifyName>、備料說明<Note>、初始數量

<OriginalAmount>、保管場所 ID<PlaceID>、排序值<Sort>、顯示狀態<Status>、

單位型態<Unit>、單位數量<UnitAmoun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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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looddefensemate

rial.xml 

標籤/關鍵字 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資料量 516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為了解防汛備料擺放位置及現場情況，以利防汛整備應變監控及調度之用，於每

年汛期前完成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縣市<CountyID>、建立時間<CreateDate>、流水 ID<LocationID>、1 防汛倉庫 2

防汛堆置廠<LocationType>、修改時間<ModifyDate>、修改人<ModifyName>、備

註<Note>、Org_ID<OrgID>、河川<River>、自訂排序<Sort>、鄉鎮市

<TownNamE>、水系<WaterSystem>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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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looddefenseshelt

er.xml 

標籤/關鍵字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資料量 322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資料集描述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主要欄位說明 建立時間<CreateDate>、設施災情編號<FacilityDisasterID>、編號<ID>、縮圖路徑

<ImageUrl>、修改時間<ModifyDate>、圖片名稱<PictureName>、路徑<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FacilityDisasterInf

ormationImage.xml 

標籤/關鍵字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資料量 3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防汛備料地點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防汛備料地點資料，用以提供各政府

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示為防汛

備料地點位置中文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14 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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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為因應汛期防洪需求，將防災救險所需之活動式裝備，如鼎塊、蛇籠、砂

包、塊石、太空包等常用設備置於易取用之固定位置，並於洪災發生前進行設備

之搬運調度。 3.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

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名稱、型式、岸別、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1-12-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防汛、防汛塊 

資料量 11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FLOBLOCK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FloodDe

fenseMaterial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中央管河川河堤 

資料集描述 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自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透過調查中央管河川水系治理計

畫範圍之防洪工程基本資料，第一年期於 102 年度執行，包括淡水河、蘭陽溪、

和平溪、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及大安溪等共八條河川；第二年期於

103 年度執行，包括大甲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

及曾文溪等共八條河川；第三年期於 104 年度執行，包括鹽水溪、二仁溪、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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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溪、高屏溪、東港溪、四重溪、卑南溪、秀姑巒溪及花蓮溪共九條河川。主要

以彙整各水系治理基本計畫堤防工程佈置圖、施工圖(數值地形圖)，配合水系近

期航拍正射影像與數值地形圖，進行堤防名稱檢核、堤防起終點位置確認作業，

並由現地 GPS 定位資訊，輔助位置資料檢核。 

主要欄位說明 建造物名稱(堤防或護岸)、堤頭坐標、堤尾坐標、長度、流域水系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溫啟忠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1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4-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37 

標籤/關鍵字 河堤 

資料量 2859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6B309B6-A9CC-4C8C-B1AB-

E48391E16C1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entralC

ontrolledRiverBank.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中央管海堤 

資料集描述 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辦理臺灣北部地區及中部地區、99 年辦理臺灣南

部地區及東部地區海岸海岸數值圖資建置及開發空間資訊系統全面調查管轄之一

般性海堤歷年來所位屬之行政區域、建造數量、名稱、屬性及數化海岸線長度等

基本資料，另加入 100 年度辦理主要離島地區(龜山島、小琉球、綠島、蘭嶼與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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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群島)以及金門、馬祖地區，以航測技術產製海岸區正射影像及衛星影像圖，進

行海堤及海岸補充調查及土地利用現況等數值圖資之所製作之海岸圖資。   

主要欄位說明 海堤名稱、行政區縣市、行政區鄉鎮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溫啟忠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1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4-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38 

標籤/關鍵字 海堤 

資料量 45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D9D166E-7A29-40AC-8CC3-

52B53375FADD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entralC

ontrolledSeaDik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中央管排水 

資料集描述 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99 年「中央管區域排水 GIS 系統建置

及資料之統計分析」，所統整中央管區域排水系統資料，併同補充蒐集資料及現

場調查資料進行數化建置之圖資。本計畫以公告之中央管區域排水，計 44 條排

水，包含深澳坑溪排水、大內坑溪排水、塔寮坑溪排水、鶯歌溪(兔子坑溪)排

水、福興溪排水、伯公岡支線、六股溪排水、德盛溪排水、四湖支線、鹽港溪排

水、客雅溪排水、柯子湖溪排水、旱溪排水、土庫溪排水、柳川排水、下橋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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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綠川排水、大智排水、莿子埔坑排水、同安厝排水、港尾子溪排水、四塊

厝圳支線、十四張圳支線、員寶庄圳支線、大埔厝圳支線、隘寮溪排水、興安排

水、興安中排、四後庄(隆恩)排水、嘉義排水、麻魚寮溪排水、埤麻腳排水、湖

子內(在來)排水、三爺溪排水、西機場排水、鹽水溪排水、曾文溪排水、大洲排

水、柴頭港溪排水、安順寮排水、典寶溪排水、外六寮排水、高雄農場排水、吉

洋排水等。 

主要欄位說明 排水水系、護岸名稱、行政區縣市、行政區鄉鎮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溫啟忠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1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4-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39 

標籤/關鍵字 排水 

資料量 267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788ADF8-DC5B-460A-80F1-

E70C8DF7740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entralC

ontrolledDrainag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中央管水門 

資料集描述 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 104 年辦理「中央管水門及抽水站資料庫建置計畫」,計

畫範圍涵蓋全省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堤水門,透過蒐集處理歷年水利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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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水門資料卡、河川局水門維護廠商書圖報告等資料蒐集,歸納整理水門總數共

計 3957 座,配合現有水門資料之蒐集與記錄,採現地調查方式,進行定位,坐標為

TWD97【2010】坐標系統。屬性資料建置依據現地定位資訊進行記錄,並調查細

節資訊(如位置、形式構造尺寸、材質、水系),據以建立其相關之屬性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位置、形式構造尺寸、材質、水系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魏宏霖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1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303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1 

標籤/關鍵字 水門 

資料量 395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2D4097CD-4235-4D0E-83B2-

676E538781D2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entralC

ontrolledWaterGat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權統計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目的為提供全國有效水權件數及水量供民眾查詢，資料集資料內容

為全國已核准通過之水權資料，欄位內容包括序號、年份、月份、主管機關、水

源類別、用水標的、狀照類別、引用水源(河川)、引用水源(水系) 、引水地點(縣

市)、引水地點(鄉鎮)及 1 月至 12 月引用水量等 23 個欄位，將前述的欄位資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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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彙整，可讓民眾了解各縣市鄉鎮依用水標的與河川水系不同，所核發的水權狀

件數與用水量的差異等等，達到水權透明化的目的。此資料集於每月 25 日統計

當月份之有效水權件數與水量。一般民眾可利用水權資訊網中水權統計功能，查

詢全國有效水權之相關資訊。目前水權統計功能可依照年份月份、主管機關、河

川水系、縣市鄉鎮等作為單位查詢的條件，水權資訊網系統則會依據不同的查詢

條件於資料庫進行資料比對，並且將計算完成後的資料數據以表格的方式顯示於

網頁上。 

主要欄位說明 主管機關<Authority>、引水地點(縣市)<CountyOfChanneledWaterLoation>、狀照

類別<LicenseClass>、引用水源(河川)<MainStreamOfChanneledWaterSource>、引

用水源(水系)<MinorStreamOfChanneledWaterSource>、引用水量(4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April>、引用水量(8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August>、引用水量(12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December>、引用水量(2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February>、引用水量(1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anuary>、引用水量(7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uly>、引用水量(6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une>、引用水量(3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March>、引用水量(5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May>、引用水量(10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October>、引用水量(9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September>、引用水量(11

月)<QuantityOfChanneledWaternInNovember>、序號<SerialNumber>、月份

<StatisticsMonth>、年份<StatisticsYear>、引水地點(鄉

鎮)<TownOfChanneledWaterLoation>、用水標的<WaterConsumptionPurpose>、水

源類別<WaterSourceClas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淑珍 

聯絡人電話 04-22501327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603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日 

開始收錄日期 1998-04-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20 18:31:1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33 

標籤/關鍵字 水權登記 

資料量 2819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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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時潮位 

資料集描述 各站一天 24 小時之各小時潮高 

主要欄位說明 記錄日期<DataTime>、潮高<DataValue>、測站編號<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王仲豪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日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TidalHourly.xml 

標籤/關鍵字 潮位 

資料量 12413856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潮位月統計 

資料集描述 各站每月每天之平均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記錄年月<DataTime>、測站編號<ID>、潮位平均<TideAverag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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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姓名 王仲豪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TidalMonthly.xml 

標籤/關鍵字 潮位 

資料量 1719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近海水文潮位站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資料，用以提

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

示為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2 筆。 2. 近海水文

潮位站主要觀測項目為潮位高程，目前已全部採用自動化觀測設備進行觀測，正

常觀測為每小時潮位變化。 3. 本資料僅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

果。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

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存廢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8-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近海、水文、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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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量 1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hyctid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oastalO

ceanTideStation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波高週期波向資料 

資料集描述 各站之每小時波浪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平均波高<HeightValue>、測站編號<ID>、資料缺少日數<MissingDays>、測站名

稱<Name>、平均週期<PeriodValue>、觀測時間<Time>、波向<WaveDirectio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王仲豪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veTHD.xml 

標籤/關鍵字 波浪 

資料量 823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波高週期統計資料 

資料集描述 各站每月每天之平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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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欄位說明 平均波高<AverageHeight>、平均週期<AveragePeriod>、資料缺少日數

<MissingDays>、測站編號<StationID>、觀測時間<Time>、波向<WaveDirectio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王仲豪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2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ve.xml 

標籤/關鍵字 波浪 

資料量 927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資料，用以提

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顯

示為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12 筆。 2. 近海水文

氣象站主要觀測項目為氣壓、氣溫、風（風速、風向）、日照（部分測站）與相

對濕度（部分測站）資料，目前已全部採用自動化觀測設備進行觀測，正常觀測

為每小時氣象變化。 3. 本資料僅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

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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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8-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近海、水文、氣象 

資料量 1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hycw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CoastalO

ceanWeatherStation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圖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圖資料，用以

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

顯示為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5 筆。 2. 資料浮

標為一位於海面、無人操控之海氣象觀測站，其任務為蒐集海面海氣象要素，提

供海岸及海洋工程所需之基本海氣象資料，其特點為：長期自動觀測多項海氣象

資料、取得即時海氣象資訊、設站地點不受水深限制，能廣泛運用於各種海域。 

3. 本資料僅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

體開啟本檔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

時會產生些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X 坐標、Y 坐標、存廢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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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8-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海氣象、浮標 

資料量 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hycbuoy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Distribut

ionOfWaterResourcesAgencysCoastalDataBuoys.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雨量站站況 

資料集描述 雨量測站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中文站址<Address>、流域編號<BasinID>、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組彙整原因

<ChcekRemarks>、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文組彙整<Check>、是否有人工現場收

集資料<Collection>、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日)<CollectionCycle>、工程名稱

<ConstructionName>、縣市代碼<CountyID>、設站點陽光易受遮蔽<Cover>、測站

所屬之堰壩集水區名稱<DamArea>、是否易受天災破壞<Disaster>、所需車程(單

程，小時)<DriveDistance>、標高<Elevation>、英文站址<EngAddress>、設備類型

<EquipType>、是否有圍籬<Fence>、水利設施名稱<HydroFacilityName>、站號

<ID>、是否位於容易地層下陷地區<LandSubsidence>、北緯<Latitute>、測站是否

易遭雷擊<Lightning>、測站有市電供電<LocalCall>、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Location_TWD67>、TM2 度分帶 97X 坐標<Location_TWD97>、東經

<Longitude>、現場巡邏或維護之頻率(日)<MaintainCycle>、中文站名<Name>、

預計恢復觀測之日<NextObservationDate>、正常觀測之性質<NormalObsType>、

觀測項目<ObservationItem>、觀測現況之其他補充說明<ObservationRemarks>、

觀測現況<ObservationType>、暫停觀測之起始日<PauseDate>、暫停觀測原因

<PauseReason>、設置地點權屬<PermisType>、承雨口高差(公分)<RainMouth>、

測站雨量筒數量<RainPackCnt>、是否有傳輸設備<RealTime>、備註<Remark>、

是否有取代之測站<Replace>、取代測站之測站名稱<ReplaceStation>、設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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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板可能易遭外力破壞<SD>、設置於地表或建築物上<SetType>、短期觀測

預計何時停測<ShortObs_StopDate>、觀測的原因--其他說明<ShortObsOther>、觀

測的原因--特地目的或計畫說明<ShortObsPlan>、觀測的原因--替代哪個測站

<ShortObsReason>、觀測的原因<ShortObsType>、測站有太陽能供電<Solar>、其

他特殊說明<SolarRemarks>、間距(公分)<Space>、特定計畫或需求之名稱

<SpecificProject>、存廢代碼<Status>、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竊盜<Steal>、測站所

屬之流域(支流)<Sub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SubSubBasin>、太陽能板

數量<Sun_Cnt>、太陽能板瓦數<Sun_W>、日照是否充足<Sunshine>、鄉鎮代碼

<TownID>、即時資料傳送頻率(平時)<TransSeq1>、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TransSeq2>、有線傳輸方式<TransTypeC>、其他傳輸方式<TransTypeT>、無

線傳輸方式<TransTypeW>、設置地點之單位名稱<UnitName>、設置地點屬何種

單位<UnitType>、防汛用途<UseType1>、水文觀測用途<UseType2>、生態環境監

測<UseType3>、工程施工管理<UseType4>、水利設施管理<UseType5>、特定計

畫或特定需求<UseType6>、測站所屬村里<Village>、所需步行路程(單程，小

時)<WalkDistance>、水資源分區編號<WaterDistric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recipitationStatio

n.xml 

標籤/關鍵字 測站基本資料 

資料量 298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時雨量 

資料集描述 一天 24 小時之各小時累積雨量   

主要欄位說明 西元日期<Date>、0-1 時雨量<HQ1>、9-10 時雨量<HQ10>、10-11 時雨量

<HQ11>、11-12 時雨量<HQ12>、12-13 時雨量<HQ13>、13-14 時雨量<HQ14>、

14-15 時雨量<HQ15>、15-16 時雨量<HQ16>、16-17 時雨量<HQ17>、17-18 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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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量<HQ18>、18-19 時雨量<HQ19>、1-2 時雨量<HQ2>、19-20 時雨量<HQ20>、

20-21 時雨量<HQ21>、21-22 時雨量<HQ22>、22-23 時雨量<HQ23>、23-24 時雨

量<HQ24>、2-3 時雨量<HQ3>、3-4 時雨量<HQ4>、4-5 時雨量<HQ5>、5-6 時雨

量<HQ6>、6-7 時雨量<HQ7>、7-8 時雨量<HQ8>、8-9 時雨量<HQ9>、日合計雨

量<HQT>、站號<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recipitationHourl

y.xml 

標籤/關鍵字 雨量、小時 

資料量 5430453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雨量 

資料集描述 一個月每天之降雨量合計 

主要欄位說明 下旬降雨天數<D_EFF_DAY>、下旬雨量平均<D_RAIN_AVG>、最大日雨量

<DailyMaximun>、最大日雨量發生<DD_DQ_MX>、1 日雨量<DQ1>、10 日雨量

<DQ10>、11 日雨量<DQ11>、12 日雨量<DQ12>、13 日雨量<DQ13>、14 日雨量

<DQ14>、15 日雨量<DQ15>、16 日雨量<DQ16>、17 日雨量<DQ17>、18 日雨量

<DQ18>、19 日雨量<DQ19>、2 日雨量<DQ2>、20 日雨量<DQ20>、21 日雨量

<DQ21>、22 日雨量<DQ22>、23 日雨量<DQ23>、24 日雨量<DQ24>、25 日雨量

<DQ25>、26 日雨量<DQ26>、27 日雨量<DQ27>、28 日雨量<DQ28>、29 日雨量

<DQ29>、3 日雨量<DQ3>、30 日雨量<DQ30>、31 日雨量<DQ31>、4 日雨量

<DQ4>、5 日雨量<DQ5>、6 日雨量<DQ6>、7 日雨量<DQ7>、8 日雨量<DQ8>、

9 日雨量<DQ9>、月降雨日數<DS_R>、月降雨日數標示<DS_R_M>、站號

<ID>、中旬降雨天數<M_EFF_DAY>、中旬雨量平均<M_RAIN_AVG>、月份

<MM>、月雨量合計<MQS>、上旬雨量合計<TQ1S>、中旬雨量合計<TQ2S>、下

旬雨量合計<TQ3S>、上旬降雨天數<U_EFF_DAY>、上旬雨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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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RAIN_AVG>、西元年<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recipitationDaily.

xml 

標籤/關鍵字 降雨量、合計 

資料量 690917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日雨量年度統計 

資料集描述 日雨量年度統計 

主要欄位說明 最大一日降雨量<D1Q_YX>、最大一日雨量標示<D1Q_YXM>、最大二日降雨量

<D2Q_YX>、最大二日雨量標示<D2Q_YXM>、最大三日降雨量<D3Q_YX>、最

大三日雨量標示<D3Q_YXM>、年降雨日數標示<DS_R_M>、年降雨日數

<DS_R1>、站號<ID>、最大一日降雨量發生日<MMDD_D1Q_YX>、最大二日降

雨量發生日<MMDD_D2Q_YX>、最大三日降雨量發生日<MMDD_D3Q_YX>、

西元年<Year>、年雨量合計<YearlySummary>、年降雨量標示<YQS_M>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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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recipitationStatist

ic.xml 

標籤/關鍵字 雨量 

資料量 57460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ID>、2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24H>、1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10M>、1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12H>、1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15M>、1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18H>、2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20M>、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2H>、3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30M>、3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3H>、4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40M>、4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45M>、4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48H>、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4H>、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5M>、6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60M>、6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6H>、7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Rainfall72H>、9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Rainfall90M>、1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10Min>、12 小時最大雨量

強度起始時間<Time12Hour>、1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15Min>、1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18Hour>、2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

<Time20Min>、2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24Hour>、2 小時最大雨量強

度起始時間<Time2Hour>、3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30Min>、3 小時

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3Hour>、4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

<Time40Min>、4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45Min>、48 小時最大雨量強

度起始時間<Time48Hour>、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4Hour>、5 分鐘

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5Min>、6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

<Time60Min>、6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6Hour>、72 小時最大雨量強

度起始時間<Time72Hour>、9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時間<Time90Min>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授權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方式 收費 

計費說明網址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cp.jsp?law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216a100

0c   

計費法令依據 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FileDownload.jsp?id=402886812d067ee6012d07a

e2959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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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MaximunMonthly

Precipit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雨量、強度 

資料量 2568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警戒雨量值 

資料集描述 藉由降雨預報資料，評估當降雨量達到可能致災之降雨量，用以評估因應之防汛

作為，產製周期需俟降雨預報進行分析，週期隨情況變動。 

主要欄位說明 二級警戒_1 小時值<Alert_H1>、二級警戒_12 小時值<Alert_H12>、二級警戒_24

小時值<Alert_H24>、二級警戒_3 小時值<Alert_H3>、二級警戒_6 小時值

<Alert_H6>、縣市英文名<CountyEnglishName>、縣市名稱<CountyName>、影響

範圍區域<EffectedArea>、影響範圍區域英文名<EffectedAreaInEnglish>、一級警

戒_1 小時值<Flood_H1_L>、一級警戒_12 小時值<Flood_H12_L>、一級警戒_24

小時值<Flood_H24_L>、一級警戒_3 小時值<Flood_H3_L>、一級警戒_6 小時值

<Flood_H6_L>、雨量站英文名<RainStationEnglishName>、雨量站名稱

<RainStationName>、雨量站編號<StationID>、鄉鎮市英文名

<TownEnglishName>、鄉鎮市編號<TownID>、鄉鎮市名稱<TownName>、鄉鎮市

郵遞區號<TownPost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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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警戒雨量值 

資料量 0/隨情況變動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ppobsta_wra_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ainfall

AlertMeasurment.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資料集描述 藉由降雨預報資料，評估當降雨量達到可能致災之降雨量，其造成之影響範圍，

用以評估因應之防汛作為，產製周期需俟降雨預報進行分析，週期隨情況變動。 

主要欄位說明 流域編號<BasinID>、縣市煸號<CountyID>、縣市名稱<CountyNamE>、1 日雨量

<D1>、2 日雨量<D2>、3 日雨量<D3>、警戒發布時間<Date>、警戒類型

<FloodWarnInfo>、淹水警戒區域<FloodWarningArea>、1 小時雨量<H1>、12 小

時雨量<H12>、24 小時雨量<H24>、3 小時雨量<H3>、6 小時雨量<H6>、10 分

鐘雨量<M10>、雨量站編號<StationID>、雨量站名稱<StationName>、鄉鎮市名稱

<Town>、鄉鎮市英文名<TownEnglishName>、鄉鎮市編號<TownID>、鄉鎮市郵

遞區號<TownPostID>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楊欣常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8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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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ainfall

AlertAlertedArea.xml 

標籤/關鍵字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資料量 0/隨情況變動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HORNER 參數表 

資料集描述 為提供水文設計時常用之降雨強度-延時-曲線 Horner 公式之參數，進而應用雨量

站於不同延時及重現期之降雨量設計   

主要欄位說明 分布<Distributed>、資料分析結束年<EndYear>、HORNER 參數 A<HornerA>、

HORNER 參數 B<HornerB>、HORNER 參數 C<HornerC>、重現期距<Period>、

手冊編號<PlanNumber>、迴歸相關係數<RegressionAnalysis>、資料分析開始年

<StartYear>、站號<StationIdentifier>、誤差平方和<SumOfSquaresForError>、總平

方和<SumOfSquaresForTota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謝孟益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7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12 15:13:26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12 11:31:13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IntensityDurationF

requencyParameters.xml 

標籤/關鍵字 HORNER 參數表 

資料量 17989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現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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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近海雨量站現存站位置圖資料，用以

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

顯示為現存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215 筆。 2. 

為充分隨時接收水情即時資訊，於各河川集水區及河道設置雨量站、水位站等，

其目的在於從事一周詳之水文水理觀測，以獲取充分之基本資料。 3. 本資料僅

納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

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

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觀測單位、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雨量、現存 

資料量 21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ppobsta_wra_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xistedPrecipitationStation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已廢站 

資料集描述 1.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水利署暨所屬機關管轄近海雨量站已廢站位置圖資料，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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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提供各政府機關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計畫之民間機構、團體或學術單位使用，欄位

顯示為已廢測站名稱，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為點，資料筆數總計 66 筆。 2. 為

充分隨時接收水情即時資訊，於各河川集水區及河道設置雨量站、水位站等，其

目的在於從事一周詳之水文水理觀測，以獲取充分之基本資料。 3. 本資料僅納

入測站基本資料，不包括實際觀測成果。 4. 使用 Google Earth 軟體開啟本檔

案，因 Google 提供之底圖影像並無經過精密之正射校正，圖層套疊時會產生些

許誤差。 

主要欄位說明 站號、名稱、觀測單位、X 坐標、Y 坐標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揚森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10-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Index.aspx 

標籤/關鍵字 雨量、已廢 

資料量 6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K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ic.wra.gov.tw/gic/API/Google/DownLoad.aspx?fname=ppobsta_wra_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AbolishedPrecipitationStationLo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所屬雨量站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經濟部水利署所轄雨量觀測站站況基本資料，包括測站站號、

中文站名、中文站址、英文站址、流域編號、縣市代碼、鄉鎮代碼、TM2 度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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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X 坐標、TM2 度分帶 97Y 坐標、標高、存廢代碼、設置地點之單位名稱、測

站所屬村里、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設備類型、是否

有傳輸設備等。本資料集資料內容更新頻率為每年一次，於每年度資料更新前，

站況基本資料可能配合實際情況有所更動，使用者引用時請注意。另本署所屬雨

量站即時觀測資料，已另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統一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發布。   

主要欄位說明 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

流)<AffiliatedSubSubsidiaryBasin>、設置地點之單位名稱<AgencyNameOfSite>、

流域編號<BasinIdentifier>、縣市代碼<CountyIdentifier>、存廢代碼

<DisuseStatus>、標高<Elevation>、英文站址<EnglishAddress>、設備類型

<EquipementStatus>、中文站址<LocationAddress>、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LocationXByTWD97>、站號<ObservatoryIdentifier>、中文站名

<ObservatoryName>、備註<Remarks>、鄉鎮代碼<TownIdentifier>、是否有傳輸設

備<TransmissionEquipment>、測站所屬村里<Villag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振聖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9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50 

標籤/關鍵字 水利署、雨量站、站況 

資料量 23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77C5EE5-2A30-4C62-B241-

2F4CC8395864&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RainfallStationsProfile.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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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opendata) 

資料集描述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實際完工日期<ActualCloseDate>、實際進度<ActualSchedule>、實際開工日期

<ActualStartDate>、承包廠商<Contractor>、發包工作費(千

元)<ContractOutPrice>、工程類別<EngineeringClass>、計畫工程終止日

<EngineeringCloseDate>、執行情形<EngineeringExecution>、工程名稱

<EngineeringName>、工程編號<EngineeringNumber>、工地聯絡電話

<EngineeringPhone>、工程地點<EngineeringSite>、計畫工程起始日

<EngineeringStartDate>、工程概要<EngineeringSummary>、計畫年度

<EngineeringYear>、執行單位<ExecuteUnit>、預算經費(易:中央補助

款)<GovernmentBudget>、預算經費(易:地方配合款)<LocalBudget>、增辦別

<PlanAddClass>、總計畫名稱<PlanName>、預定完工日期<ProgramCloseDate>、

預定開工日期<ProgramStartDate>、監造單位<SupervisalUnit>、監工人員

<Supervisor>、標案底價(千元)<TenderBasePric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盧智銘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8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500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8-28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28 17:01:40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In-

ProcessingConstruc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施工中工程 

資料量 16896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資料集描述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實際完工日期<ActualCloseDate>、實際進度<ActualSchedule>、實際開工日期

<ActualStartDate>、工程決標比<AwardContractRate>、發包工作費

<BudgetRequirement>、受補助單位<CompensationUnit>、承包廠商<Contractor>、

上網公告發包日期<ContractOutDate>、差異進度<CurrentScheduleDifference>、落

後原因<DelayReason>、證書編號<DiplomaNumber>、學歷科系

<EducationalBackground>、工程類別<EngineeringClass>、計畫工程終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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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CloseDate>、工程坐標_X<EngineeringCoordinatesX>、工程坐標

_Y<EngineeringCoordinatesY>、執行情形<EngineeringExecution>、工程名稱

<EngineeringName>、工程編號<EngineeringNumber>、工程地點

<EngineeringSite>、計畫工程起始日<EngineeringStartDate>、工程概要

<EngineeringSummary>、計畫年度<EngineeringYear>、執行單位<ExecuteUnit>、

專任工程人員<FulltimeEngineer>、預算經費(易:中央補助

款)<GovernmentBudget>、增辦別<PlanAddClass>、預定完工日期

<ProgramCloseDate>、預定進度<ProgramSchedule>、預定開工日期

<ProgramStartDate>、身分證字號<PromoterID>、承辦人姓名<PromoterName>、

承辦人電話<PromoterPhonenumber>、監造單位<SupervisalUnit>、委外測設監造

費(千元)<SupervisionCost>、標案底價(千元)<TenderBasePrice>、累計已支付金額

<TotalPaidPaymen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盧智銘 

聯絡人電話 04-2250128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500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In-

ProcessingConstruc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施工中工程 

資料量 289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料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應用情形及效益<ApplicationAndBenefit>、契約經費資本門

<CapitalContractBudget>、受委託機構<CommissionOrganization>、契約開始日期

<ContractStartDate>、契約經費經常門<CurrentContractBudget>、英文計畫摘要

<EnglishDescription>、英文關鍵字<EnglishKeyword>、英文計畫名稱

<EnglishName>、主辦人員單位<ExecutiveDivision>、主辦人員機關

<ExecutiveOrganization>、主持人姓名<HostName>、計畫編號<Identifier>、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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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Keyword>、中文計畫摘要<ProjectDescription>、契約結束日期

<ProjectEndDate>、中文計畫名稱<ProjectName>、計畫主類別

<ProjectPrimaryClass>、計畫次類別<ProjectSecondaryClass>、計畫年度

<ProjectYear>、計畫研究成果<ResearchAchievements>、年度項目

<YearWorkItem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吳皇達 

聯絡人電話 04-22501134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7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0-05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0 

標籤/關鍵字 委辦計畫、基本資料 

資料量 350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7A19CEC4-7CE7-45C5-B65A-

4FF934C6D12B&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CommissionedProjectProfil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研究計畫報告書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提供計畫成果歸檔後資料，研究計畫包含科專計畫、一般研究、調查研

究、研究發展類計畫等四類。主要提供水利署辦理之委託服務計畫基本資料，包

括計畫年度、計畫編號、中、英文計畫名稱、計畫主類別、計畫次類別、主辦人

員機關、單位、契約開始日期、契約結束日期、契約經費資本門、契約經費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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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中文計畫摘要、英文計畫摘要、年度項目、受委託機構、主持人姓名、中文

關鍵字、英文關鍵字、計畫研究成果、應用情形及效益等。   

主要欄位說明 應用情形及效益<ApplicationAndBenefit>、契約經費資本門

<CapitalContractBudget>、受委託機構<CommissionOrganization>、契約開始日期

<ContractStartDate>、契約經費經常門<CurrentContractBudget>、英文計畫摘要

<EnglishDescription>、英文關鍵字<EnglishKeyword>、英文計畫名稱

<EnglishName>、主辦人員單位<ExecutiveDivision>、主辦人員機關

<ExecutiveOrganization>、主持人姓名<HostName>、計畫編號<Identifier>、中文

關鍵字<Keyword>、中文計畫摘要<ProjectDescription>、契約結束日期

<ProjectEndDate>、中文計畫名稱<ProjectName>、計畫主類別

<ProjectPrimaryClass>、計畫次類別<ProjectSecondaryClass>、計畫年度

<ProjectYear>、計畫研究成果<ResearchAchievements>、年度項目

<YearWorkItems>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吳皇達 

聯絡人電話 04-22501134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7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9-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21 

標籤/關鍵字 研究計畫報告書、基本資料 

資料量 110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797A7D92-34C6-4359-81A0-

B580A2E2F8CD&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ResearchProjectReportProfile.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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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為落實執行行政院列管計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

經濟部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及提升水利署計畫執行管考工作績效，故水利署建置相

關系統，一方面，提供署內計畫控管人員定期填報列管計畫進度；另一方面，提

供各業務單位透過系統定期回報發包工程、委託規劃執行進度及辦理情形。本資

料集主要提供水利署受列管的計畫，其內容為每個月更新一次的列管計畫基本資

料內容，包括：「列管計畫編號、列管計畫名稱、列管計畫群組、列管計畫分

類、列管級別、列管計畫有效起始日、列管計畫有效終止日、中長程列管計畫起

始日、中長程列管計畫終止日、主辦單位、執行單位、計畫專案經理人員、主

(協)辦單位計畫主(協)辦人員、主辦單位督導人員、列管計畫預算型式、計畫總經

費、計畫緣由、計畫目標、預期效益」等。   

主要欄位說明 預期效益<AnticipatedBenefits>、列管計畫預算型式<BudgetType>、列管計畫分類

<ControlledProjectClass>、列管計畫有效終止日<ControlledProjectCloseDate>、列

管計畫群組<ControlledProjectGroup>、列管級別<ControlledProjectLevel>、列管計

畫名稱<ControlledProjectName>、列管計畫編號<ControlledProjectNumber>、計畫

緣由<ControlledProjectOrigin>、列管計畫有效起始日

<ControlledProjectStartDate>、計畫總經費<ControlledProjectTotalBudget>、主(協)

辦單位計畫主(協)辦人員<Enterpriser>、執行單位<ExecuteUnit>、中長程列管計畫

終止日<LongTermControlledProjectCloseDate>、中長程列管計畫起始日

<LongTermControlledProjectStartDate>、主辦單位<ManageUnit>、主辦單位督導人

員<ManageUnitSupervisor>、計畫目標<PlanGoal>、計畫專案經理人員

<PlanManag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家榮 

聯絡人電話 04-2250115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8-28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28 16:59:55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0 

標籤/關鍵字 專案管理、管理考核 

資料量 116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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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116952A7-583B-417F-8B3F-

C446ADE4D1C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ControlledProjectInformation.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資料集描述 水利署年度列管計畫每月執行情形 

主要欄位說明 總實際進度(2)<ActualTotalSchedule>、實際進度(5)<ActualYearSchedule>、依契約

規定暫停付款(本年度)7<Current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

中，無法撥款(本年度)5<CurrentInSue>、其他(本年度)10<CurrentOther>、本年累

計應付未付數<CurrentPayable>、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本年

度)3<CurrentRemain>、本年度進度差異<CurrentScheduleDifference>、本年累計支

用數(8)<CurrentSpending>、本年累計節餘數<CurrentSurplus>、已完工因驗收或保

固程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本年度)6<CurrentTail>、合計(本年

度)11<CurrentTotal>、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本年度)1<CurrentUnestimate>、承

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本年度)2<CurrentUnevaluation>、契約變更

程序未完成，無法計價(本年度)4<CurrentUni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

暫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者(本年度)8<CurrentUnSum>、承商

未提領預付款(本年度)9<CurrentUnwithdrawn>、落後原因摘要說明

<DelayReason>、本年可支用預算數<DiscretionaryBudget>、執行率

<ExecuteRate>、支用比<ExpenditureRate>、自動編號<ID>、建立日期

<KeyinDate>、建立人員<KeyinUser>、預定趕上進度日期<MakeUpDate>、檢討

改進措施<MakeUpSolution>、應付未付原因明細表<Notes>、報表列印排序號碼

<OrderID>、應付未付率<PayableRate>、應付未付數占累計分配數達 5%以上者請

敘明原因<PayableReason>、預期效益<PlanBenifit>、計畫總經費<PlanBudget>、

計畫要徑<PlanCritical>、執行情形<PlanExecution>、計畫目標<PlanGoal>、計畫

緣由<PlanIntroduction>、列管計畫編號<PlanNumber>、管考建議<PlanSuggest>、

總預定進度(1)<PlanTotalSchedule>、列管計畫年度<PlanYear>、預定進度

(4)<PlanYearSchedule>、達成率<ReachRate>、保留數(7)<Reserve7>、保留

(8)<Reserve8>、保留數<ReserveBudget>、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以前年度保留

款)7<Reserve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無法撥款(以前年

度保留款)5<ReserveInSue>、其他(以前年度保留款)10<ReserveOther>、施工中依

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以前年度保留款)3<ReserveRemain>、已完工因

驗收或保固程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以前年度保留款)6<ReserveTail>、合計

(以前年度保留款)11<ReserveTotal>、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以前年度保留

款)1<ReserveUnestimate>、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以前年度保留

款)2<ReserveUnevaluation>、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法計價(以前年度保留

款)4<ReserveUni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

尚未結報或轉正者(以前年度保留款)8<ReserveUnsum>、承商未提領預付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9<ReserveUnwithdrawn>、總進度差異<ScheduleDifference>、合計(小

計)11<Total>、總累計分配數(7)<TotalAllotment>、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小

計)7<Total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無法撥款(小

計)5<TotalInSue>、其他(小計)10<TotalOther>、總累計應付未付數<TotalPayble>、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小計)3<TotalRemain>、總累計支用數

(8)<TotalSpecnding>、總累計節餘數<TotalSurplus>、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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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未結付之尾款(小計)6<TotalTail>、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

(小計)2<TotalUnevaluation>、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法計價(小

計)4<TotalUn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尚

未結報或轉正者(小計)8<TotalUnSum>、承商未提領預付款(小

計)9<TotalUnwithdrawn>、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小計)1<Unestimate>、填報單位

<Unit>、本年累計分配數(7)<YearAllotmen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3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家榮 

聯絡人電話 04-2250115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ControlledProject

Status.xml 

標籤/關鍵字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資料量 1161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水利署年度列管計畫之基本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會計室編號<AccountNumber>、總實際進度(2)<ActualTotalSchedule>、實際進度

(5)<ActualYearSchedule>、列管計畫預算型式<BudgetType>、依契約規定暫停付

款(本年度)７<Current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無法撥款

(本年度)５<CurrentInSue>、其他(本年度)１０<CurrentOther>、本年累計應付未付

數<CurrentPayable>、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本年度)３

<CurrentRemain>、本年度進度差異<CurrentScheduleDifference>、本年累計支用

數(8)<CurrentSpending>、本年累計節餘數<CurrentSurplus>、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

程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本年度)６<CurrentTail>、合計(本年度)１１

<CurrentTotal>、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本年度)１<CurrentUnestimate>、承商已

提出估驗，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本年度)２<CurrentUnevaluation>、契約變更程序

未完成，無法計價(本年度)４<CurrentUni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

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者(本年度)８<CurrentUnSum>、承商未

提領預付款(本年度)９<CurrentUnwithdrawn>、落後原因摘要說明

<DelayReason>、本年可支用預算數<DiscretionaryBudget>、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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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Rate>、執行單位<ExecuteUnit>、支用比<ExpenditureRate>、自動編號

<ID>、登錄日期<KeyinDate>、登錄人員<KeyinUser>、中長程列管計畫終止日

<LongTermPlanCloseDate>、中長程列管計畫起始日<LongTermPlanStartDate>、預

定趕上進度日期<MakeUpDate>、檢討改進措施<MakeUpSolution>、主辦單位

<ManageUnit>、應付未付原因明細表<Notes>、應付未付率<PayableRate>、應付

未付數占累計分配數達 5%以上者請敘明原因<PayableReason>、工程會編號

<PCCNumber>、預期效益<PlanBenifit>、計畫總經費<PlanBudget>、列管計畫分

類<PlanClass>、列管計畫有效終止日<PlanCloseDate>、計畫要徑<PlanCritical>、

執行情形<PlanExecution>、計畫目標<PlanGoal>、列管計畫群組<PlanGroup>、計

畫緣由<PlanIntroduction>、列管級別<PlanLevel>、計畫專案經理人員

<PlanManager>、列管計畫名稱<PlanName>、列管計畫重要備註欄<PlanNote>、

列管計畫編號<PlanNumber>、主(協)辦單位計畫主(協)辦人員

<PlanOwnerTelFax>、列管計畫有效起始日<PlanStartDate>、管考建議

<PlanSuggest>、主辦單位督導人員<PlanSupervisorTelFax>、總預定進度

(1)<PlanTotalSchedule>、列管計畫年度<PlanYear>、預定進度

(4)<PlanYearSchedule>、研考會編號<RDECNumber>、研考會政府施政管理資訊

系統帳號計畫主辦人員 E-mail<RDECOwnerEmail>、達成率<ReachRate>、保留數

(7)<Reserve7>、保留(8)<Reserve8>、保留數<ReserveBudget>、依契約規定暫停付

款(以前年度保留款)７<Reserve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

中，無法撥款(以前年度保留款)５<ReserveInSue>、其他(以前年度保留款)１０

<ReserveOther>、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以前年度保留款)３

<ReserveRemain>、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以前年度保

留款)６<ReserveTail>、合計(以前年度保留款)１１<ReserveTotal>、承商未提出估

驗計價單(以前年度保留款)１<ReserveUnestimate>、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完

成計價程序(以前年度保留款)２<ReserveUnevaluation>、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

無法計價(以前年度保留款)４<ReserveUni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

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者(以前年度保留款)８

<ReserveUnsum>、承商未提領預付款(以前年度保留款)９

<ReserveUnwithdrawn>、總進度差異<ScheduleDifference>、合計(小計)１１

<Total>、總累計分配數(7)<TotalAllotment>、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小計)７

<TotalHoldPayment>、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無法撥款(小計)５

<TotalInSue>、其他(小計)１０<TotalOther>、總累計應付未付數<TotalPayble>、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小計)３<TotalRemain>、總累計支用數

(8)<TotalSpecnding>、總累計節餘數<TotalSurplus>、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序未

完成，未結付之尾款(小計)６<TotalTail>、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

(小計)２<TotalUnevaluation>、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法計價(小計)４

<TotalUnfinish>、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部分但尚未結

報或轉正者(小計)８<TotalUnSum>、承商未提領預付款(小計)９

<TotalUnwithdrawn>、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小計)１<Unestimate>、填報單位

<Unit>、本年累計分配數(7)<YearAllotment>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3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張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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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電話 04-2250115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ControlledProjectI

nform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資料量 342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資料集描述 年報，次年 4 月底前上載；統計海水淡化廠之設計出水量、用水標的、淡化技

術、完工時間、營運管理單位、投資金額   

主要欄位說明 完工時間<CompletionYear>、設計出水量<DesignedCapacity>、投資金額

<Investment>、營運管理單位<OperationAndManagementUnit>、廠名

<ProductionPlant>、備註<Remarks>、用水標的<WaterConsumption>、統計年度

<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依儒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7-10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12-15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25 14:52:58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77 

標籤/關鍵字 現有海水淡化廠 

資料量 17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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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A88F57C3-A122-4868-AA97-

3376DD2C016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Seawater

DesalinationPlant.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投資統計資料 

資料集描述 每年提供臺灣地區水資源投資額與資本形成、生產毛額等經濟性數據相除計算之

結果，並可得到該年度平均每人水資源投資額之數據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國內資本形成<Domestic>、政府資本毛額<Government>、流水號<ID>、水資源投

資額<Investment>、國民生產<National>、年底人口<Population>、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6-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Investment.xml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 

資料量 51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建設決算表 

資料集描述 每年蒐集全國相關單位在水資源建設及工程方面的投資額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外幣資金機關<Aboard>、外幣資金金額<AboardFund>、外幣資金其他機關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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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ardToOther>、外幣資金合計<AboardTotal>、填報人帳號<Account>、中美資

金機關<CA>、中美資金金額<CAFung>、中美資金其他機關金額<CAToOther>、

中美資金合計<CATotal>、標的別<Class>、填報日期<DataTime>、民間資金機關

<Domestic>、民間資金金額<DomesticFund>、民間資金其他機關金額

<DomesticToOther>、民間資金合計<DomesticTotal>、政府撥款機關

<Government>、政府撥款金額<GovernmentFund>、政府撥款其他機關金額

<GovernmentToOther>、政府撥款合計<GovernmentTotal>、流水號<ID>、單位代

碼<OrganizationID>、其他機關<Other>、其他金額<OtherFund>、其他其他機關金

額<OtherToOther>、其他合計<OtherTotal>、計畫名稱<PlanName>、公營事業機

關<PubliceEnterprise>、公營事業金額<PubliceEnterpriseFund>、公營事業其他機

關金額<PubliceEnterpriseToOther>、公營事業合計<PubliceEnterpriseTotal>、備註

<Remarks>、資料鎖定<Scol>、專項基金機關<Special>、專項基金金額

<SpecialFund>、專項基金其他機關金額<SpecialToOther>、專項基金合計

<SpecialTotal>、細項標的別<SubClass>、填報人姓名<SubmitPerson>、分類

<Tab>、總計<Total>、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3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Developmen

tFinalAccountsSheet.xml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 

資料量 4639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研發決算表 

資料集描述 每年蒐集全國相關單位在水資源規劃、調查、管理、研究、試驗方面之投資額供

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填報人帳號<Account>、環境評估<Assessment>、標的別<Class>、填報日期

<DataTime>、流水號<ID>、管理費<Management>、單位代碼<OrganizationID>、

其他<Other>、計畫名稱<PlanName>、規劃費<Planning>、備註<Remarks>、研究

費<Research>、資料鎖定<Scol>、細項標的別<SubClass>、填報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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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Person>、合計<Sum>、調查費<Survey>、分類<Tab>、試驗費<Trial>、年

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3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WaterDevelopmen

tBudgetSheet.xml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 

資料量 1745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資料集描述 年報，次年 4 月底前上載；統計海水淡化廠之實際營運時間、海水取水量、實際

造水量、濃鹽水排放量   

主要欄位說明 實際營運時間<ActualOperationTime>、實際造水量<ActualWaterRelease>、濃鹽水

排放量<OutletCapacityOfDenseSalineWater>、廠名<ProduntionPlant>、備註

<Remarks>、海水取水量<SeawaterIntakeCapacity>、統計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依儒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80@ms1.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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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3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7-10 16:36:0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25 14:23:46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StateOf

DesalinationPlantOper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海水淡化廠營運 

資料量 137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導 

資料集描述 收錄國內外水資源專業新知，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

執行重大水利建設規劃試驗、建置與分享完整水利知識庫、提昇同仁研發的核心

能力等措施，為台灣水利事業作出卓越貢獻，未來更將持續引領台灣水利規劃邁

向新紀元，其中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導係由水規所提供，資料建置的概念源自

知識管理的內隱知識外露化，以各課室業務權責進行的規劃研究項目做專題式的

說明，透過圖文並茂的解說，提供一般民眾對水利規劃與水利試驗初步的認知，

以建立水資源科普參考網站為目標。以專業．創新．永續的核心價值，透過規劃

前瞻水利政策、導引尖端水利技術研發收集國內外水資源議題，原則上更新頻率

為 1 年。本所因業務變更已於 105 年 6 月不再提供此項業務。   

主要欄位說明 附件(實體檔案名稱)<AttachedFileName>、附件(顯示名

稱)<AttachedFileNameText>、內容<Content>、刊登日期(迄)<EndDate>、建立日期

<EstablishDate>、發表日期<PublishDate>、發表人<Publisher>、發表人

email<PublisherEmail>、專題報表序號<SerialNumber>、刊登日期

(起)<StartDate>、主題<Title>、發表人課室<Unit>、更新日期<UpdateDate>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水利規劃試驗所   

聯絡人姓名 何俊賢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mi5794@wrap.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11-20 15:59:1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20 14:44:42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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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ResearchAndDevelopmentProjectReport.xml 

標籤/關鍵字 專題報導 

資料量 107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含蒐集相關河川生態廊道、河川生態工程、生態旅遊、防洪、環境改

善、水利生態、河川棲地等水資源教室、河川復育、保育、河川日、水利常識、

親水常問相關問答。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資訊室臺灣河川復育網資料庫管理系統

所提供。主要以「預知民眾需求」、「環境教育」、「學術研究」為導向配合水利署

河川復育主軸，和歷年來民眾常常詢問之問題，進行問題資料匯總與答案蒐集、

增修、校對，並經水利署審核之後上稿。不定期收錄相關常見問題。期能從民眾

角度主動提供在地化資訊服務，提升政府服務品質，更符合站在民眾角度服務理

念，讓民眾更易瞭解河川生態事務。   

主要欄位說明 內容<Content>、時間<Date>、文章位置<LinkURL>、流水號<SerialNumber>、主

旨<Tit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2-09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12 15:00:33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Res

torationCommonQuestionAndAnswer.xml 

標籤/關鍵字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資料量 20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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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透過每週發行之電子報，提供水利署焦點、專欄、活動、人事、統計、

公告、成效、防災、宣導、樂活等水利相關事項。作為收集資料之入口，各項資

料成為知識物件，流向河川知識服務網分類、儲存，建立核心知識庫，並利用該

平台已建立之功能，整合 e 河川各項主題網站及水利規劃所臺灣河川復育網之資

料，蒐集及探索河川知識元件，建立水利知識家資料庫、發展水利知識檢索工

具、主題網站及主題專區。每期電子報內容含括全面性、高交流互動性的水資源

知識，透過知識內容傳遞，落實電子化整合、交流互動、環境生態、河川教育、

親水享受。配合每周之電子報發行。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描述<Description>、圖名<ImageName>、圖位置<ImageURL>、

發刊日期<IssuanceDate>、文章位置<LinkURL>、異動日期<ModifiedDate>、流水

號<SerialNumber>、標題<Tit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週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2-09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12-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204 

標籤/關鍵字 水利電子報資料集、RSS、XML 

資料量 216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70495EB-5A8A-429B-9B69-

2EE13AC90675&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ElectronicNewspaper.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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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河川復育英文版案例報導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係就河川復育蒐集國內、國外的河川復育案例，以英文版案例報

導，除提供國內民眾河川復育知識宣導，亦可透過本網站與國際進行知識交流，

提高臺灣的能見度；自 2000 年至今，包含水利及水土保持相關單位多融入生態

工程之概念於施作工程中，以當地天然材料為建材，進行預鑄格框護岸及漿砌塊

石護岸與固床工之施作，創造多樣化的水域型態，營造魚類棲地，期許達到水患

防治及生態復育之成效。生態工程的相關作為自 2004 年後，由於許多採用生態

工程治理之地區產生工程損壞或是成果不如預期目標之情事，常造成生態工程之

效益未能被客觀評估，導致生態工程逐漸不再被廣泛提倡，而河川復育相關領域

仍有待努力。 

主要欄位說明 內容<Content>、時間<Date>、流水號<SerialNumber>、主旨<Title>、文章位置

<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2-09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65 

標籤/關鍵字 河川復育、案例報導 

資料量 3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879368E-9118-497A-B67F-

0706B719B77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Res

torationCaseReportInEnglishEditio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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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3 

資料集名稱 河川復育英文版新聞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係就河川復育蒐集英文版新聞。河川復育之理念與實踐源自歐洲。

河川復育較嚴格的定義乃指「修復因人類活動所導致環境之損害，重建河川生態

環境系統，在結構上與功能上回復至未受人類開發活動干擾前之自然狀態」。然

而，由於人類開發活動干擾前的原始河川環境狀態目前並無歷史資料可遵循得

知，修復河川系統至原始的自然情況在事實上難以達成；本資料集係傳播河川復

育觀念，促使民眾關心。河川復育之定義與目標具有階段性與漸進性，在實際操

作上一般只能回復河川溯及大幅度開發干擾前某一稍微理想的自然生態環境。不

定期更新。   

主要欄位說明 內容<Content>、時間<Date>、流水號<SerialNumber>、主旨<Title>、文章位置

<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2-09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66 

標籤/關鍵字 河川復育、新聞 

資料量 13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DC44FEEF-CECE-40F6-BA12-

38FEDC4AA755&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Res

torationNewsInEnglishEditio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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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含蒐集相關河川水質與生態、河川生態、魚道概說、親水遊憩、河岸

植生、生態觀察/旅遊、河川廊道、生態工程、河川景觀整治工程、河川生態保

育、教育等河川復育、保育相關文章。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資訊室臺灣河川復育

網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主要以「預知民眾需求」、「環境教育」、「學術研究」

為導向配合水利署提出知相關主題，聘請河川復育生態相關領域之專家、達人、

學者進行邀稿。每年不定期收錄相關文章。期能透過不同專業觀點增添文章內容

豐富度，以「故事性口吻」兼具專業文字感性陳述每一個河川復育或環境教育的

歷史來源、生態價值、精神內涵或搭配性生態旅遊路線，並以照片圖像及文字的

搭配作為版面安排，進行深度內容撰寫。   

主要欄位說明 作者<Author>、內容<Content>、時間<Date>、流水號<SerialNumber>、主旨

<Title>、文章位置<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2-09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11-12 15:01:26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Res

torationExpertColumn.xml 

標籤/關鍵字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資料量 68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專題文章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含蒐集相關親水、河川復育、河川景觀整治工程、河川、水資源保

育、水源、生態工程、生態保育、防災、節水、水文、教育、工程等水利生態相

關文章。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資訊室水利知識服務網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主

要以「預知民眾需求」、「環境教育」、「學術研究」為導向配合水利署提出知相關

主題，聘請水利生態相關領域之專家、達人、學者進行邀稿。每年不定期收錄相

關文章。期能透過不同專業觀點增添文章內容豐富度，以「故事性口吻」兼具專

業文字感性陳述每一個河川復育或環境教育的歷史來源、生態價值、精神內涵或

搭配性生態旅遊路線，並以照片圖像及文字的搭配作為版面安排，進行深度內容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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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主要欄位說明 作者<Author>、類別<Category>、索引<SerialNumber>、資料來源<Source>、文

章內容連結<SourceURL>、摘要<Summary>、標題<Tit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1-30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9-09 16:00:47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To

picArticle.xml 

標籤/關鍵字 河川文章、學術研討、專題文章、國內復育案例、國外復育案例、達人專欄、河

川生態工程國內案例、河川生態工程國外案例 

資料量 2008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河川新訊 

資料集描述 提供 e 河川知識服務網之最新訊息，作為河川知識之傳播，建立跨領域環境資源

資料整合相關服務，提升民眾對環境生態河川知識教育之核心知識，提供更全面

性、高交流互動性的水資源知識、河川資訊、防災..等河川大小事，整合各項主

題網站及水利規劃所之臺灣河川復育網資料，蒐集及探索河川知識元件，建立水

利知識家資料庫，藉由共同合作，創造隨手可得的整合性、全面性、多樣性、分

析性的互動式水環境資源資訊服務及生態永續發展應用。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RSS 提供機關<ContactUnit>、描述<Description>、索引<ID>、

標題<Title>、RSS 取得位置<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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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11-30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8-24 17:50:10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9-17 16:11:37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Ne

ws.xml 

標籤/關鍵字 河川新訊 

資料量 13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政策學習案例 

資料集描述 每年提供水利署國內外重要或最新水利政策案例供學習 

主要欄位說明 重點經驗<Abstract>、學習緣由<Background>、學習內容<Content>、國家

<Country>、建立者<Creater>、建立者 IP<CreaterIP>、建立時間<CreateTime>、

編輯人員<Editor>、編號<ID>、學習層次<Level>、編輯 IP<ModifyIP>、編輯人員

<ModifyName>、編輯時間<ModifyTime>、參與對象<Object>、案例名稱

<SubjectName>、學習對象<Target>、年份<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三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olicyCase.xml 

標籤/關鍵字 政策案例 

資料量 3 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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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影音撥放平台 

資料集描述 定期提供水利署所辦大型水利活動或會議之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學者及專

家等人之演說及致詞影音資料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建立者<Creater>、建立者 IP<CreaterIP>、建立時間<CreateTime>、格式

<Format>、編號<ID>、編輯 IP<ModifyIP>、編輯人員<ModifyName>、編輯時間

<ModifyTime>、日期<PublishDate>、審核人員<Reviewer>、審核

IP<ReviewerIP>、審核時間<ReviewTime>、檔案大小<Size>、排序<Sort>、審核

狀態<Status>、標題<Title>、連結<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三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Media.xml 

標籤/關鍵字 影音資料、活動、會議 

資料量 35 支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利法規 

資料集描述 水利相關法規、行政規則、作業要點、管理事項 

主要欄位說明 最新消息起日<NEWBEGINDATE>、最新消息迄日<NEWENDDATE>、公告日期

<POSTDATE>、法規類別<SUBJECT1>、法規子類別<SUBJECT2>、法規子類別

分類<SUBJECT3>、法規子類別子分類<SUBJECT4>、標題<TOPIC>、連結網址

<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授權說明網址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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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關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昌巨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4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5014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4/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LawsandRegulatio

nsofHydralic.xml 

標籤/關鍵字 水利法、自來水法、溫泉法、水利組織法 

資料量 1145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8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河川主題網站 

資料集描述 將現有署內水利服務入口雲、E 河川網等所有河川主題網站內容之資料進行列表

彙整，轉化成 OpenData 服務，並提供多元化資料開放格式給公眾加值應用，藉

以提升水利資源資料運用效率及施政透明度，落實資源資訊共用共享理念。將各

主題網、台灣河川復育網、永續公共工程專屬網、水利電子報主題網、水資料開

放平臺網站之最新消息、最新文章、活動訊息…等訊息內容，都納入知識網資訊

發布管理並加以統一整合管理。在水利服務雲整合服務管理平台中建立健全資料

交換流程並開發一文上稿多向發布機制，未來可同步設定欲發佈的資訊內容與目

標站台，避免多工重複發佈及維護相同的訊息內容，提升管理者維護效率。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描述<Description>、流水號<SerialNumber>、標題<Title>、網站

取得位置<URL>、網站說明網址<WebsiteDescriptionURL>、網站提供機關

<WebsiteMaintain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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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收錄日期 2015-09-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52 

標籤/關鍵字 河川主題網站、專屬河川網站 

資料量 1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98F2D64-19B8-459F-BC9D-

EE0CFC067AC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RiverThemeWebsit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9 

資料集名稱 河川名詞庫 

資料集描述 為強化「名詞」成為水利署各資料串聯之主要媒介，利用「名詞庫」建立「鍵結

資料」資料庫，河川名詞庫整合規劃將 E 河川網、本署全球資訊網、台灣河川復

育網、永續公共工程專屬網、河川法規及 e 河川知識團等相關名詞單元內容納入

名詞庫，利用知識服務網已建立之功能，彙整水利之各項資料，蒐集及探索知識

元件，建立水利知識家資料庫、並利用名詞庫串聯建立文章之關聯，目前資料持

續更新中，e 河川知識網中若有包含河川名詞中之「名詞」，則會在該「名詞」顯

示連結，並連結至名詞庫介紹，各個河川名詞間的關聯性在資料的查詢與檢索上

顯得特別的方便。河川知識服務網「名詞庫」以關鍵字查詢利用政府開放平臺之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資料，串連水利署相關電子書。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中文名稱<ChineseTerminology>、描述<Description>、英文名稱

<EnglishTerminology>、流水號<SerialNumb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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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9-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55 

標籤/關鍵字 河川名詞、河川專有名詞、河川知識 

資料量 244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94EC7A86-F9EF-4F68-AA79-

68B5D456ED8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RiverTer

minologyLibrary.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2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 

資料集描述 不定期提供本署出版品成果報告書書目訊息，包括題名、作者、出版項、出版日

期、分類號、統一編號、中文摘要等訊息 

主要欄位說明 中文摘要<Abstract>、作者<Author>、分類號<CategoryIdentifier>、類別<Class>、

委辦計畫編號<CommissionedProjectIdentifier>、幣別<Currency>、新增日期

<Date>、統一編號<GovernmentPublicationsNumber>、識別號<Identifier>、國際標

準圖書號碼<InternationalStandardBookNumber>、語文別<Language>、圖書館藏詳

細資料 URL<LibraryCollectionDetailsURL>、價格<Price>、出版者<Publisher>、

出版年<PublishYear>、題名<Title>、年代號<YearIdentifie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采宜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7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P520@ms1.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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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3 

標籤/關鍵字 知識管理、政府出版品、期刊、年報、電子書 

資料量 24087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DD4938B-123C-4988-99FD-

9E85D2A94E05&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Public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6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作業基金法定預算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收支預計表及說明、現金流量預計表及補充說明、預計平衡

表、餘絀撥補預計表」。 

主要欄位說明 機關編號、機關業務別、會計年度、預算階段、預算科目編號、預算來源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麗娜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14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3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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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82 

標籤/關鍵字 作業基金預算 

資料量 1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合併)104 年度法定預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DA560B5-D5E2-409E-9769-

B65933FE81F0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ateAgencyBudge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個別分基金)104 年度法定預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DB055D3-91C4-48F9-BDAB-

4F552027AFCD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ateAgencyBudge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104 年度法定預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0FB1385-1FCA-4D34-B5B1-

BE83B3EFAAC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ateAgencyBudge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8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決算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歲入來源別決算表、歲出政事別決算表、歲出機關別決算表、

以前年度歲入來源別轉入數決算表、以前年度歲出政事別轉入數決算表、以前年

度歲出機關別轉入數決算表、歲入類平衡表(決算)、經費類平衡表(決算)」。 

主要欄位說明 歲入來源別決算表、歲出政事別決算表、歲出機關別決算表、以前年度歲入來源

別轉入數決算表、以前年度歲出政事別轉入數決算表、以前年度歲出機關別轉入

數決算表、歲入類平衡表(決算)、經費類平衡表(決算)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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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蔡淑芬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2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2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決算 

資料量 1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決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8F96DBE-842D-43CE-95F2-

8F675F25F002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Final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3 年決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E99F7EF-4164-44C3-81DC-

B488EEA14E51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FinalRepor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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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會計報告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描述我國政府辦理水資源科技發展、水利綜合業務、水文資料及技

術發展、水資源保育及管理、防救災計畫、水利行政及水權業務、水利替代役計

畫、水岸土地利用管理、水資源規劃及管理、水資源工程、自來水工程、河川海

岸環境營造計畫、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及地下水保育及水文觀測計畫等，屬於

一月一報。本資料集的製作方式係彙整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三區水資源局、十個

河川局、水利規劃試驗所及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月報，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期限

前完成彙編。 

主要欄位說明 經費類平衡表、經費類現金出納表、經費累計表、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餘額表、

歲入類平衡表、歲入類現金出納表、歲入累計表、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餘額表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蔡淑芬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2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2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月報 

資料量 14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1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852E295-FC08-4E7C-8B05-

ECC9D0313FB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2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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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6E70C01-E36E-4C34-BB7D-

FAC16455751F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3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3B93E661-0DCF-4E83-8CC6-

BB32391D658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6DA3944-6D0E-495D-85C6-

F5B26029BA42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2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406E6BB5-7115-4746-8727-

B7157123994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3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C1DBA67-0EE5-4B36-A39E-

7E4609ED8D3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4 月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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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6B2894A-A1CB-4153-98EE-

E2BDF85503F9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5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20FF91E7-CE84-4077-91CB-

626E0BE64DB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6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0B7E962-D36C-4A24-9FF1-

81DB10D0D58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7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1B5CB37C-9931-4E45-BCBC-

6887C5B936B0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8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7252DBA-B7B5-444F-8198-

F1F9297D681B 

領域別詮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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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9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ED9BEE9-31B4-4BA8-BF2A-

AD1150FF221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0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9E3AF57-C12D-43B7-A748-

065D0645C43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1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7BD4E1E-CA20-448E-A4DC-

698E1ADDC0A9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2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2525AAB-B282-440B-B6E7-

5156D2228DED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4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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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5932696-6C2B-4950-A865-

8AECAE5D33A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5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8906581-334B-475E-98DC-

94D09147C1A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6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848EA05-8556-4C4B-A170-

E9D2621928F7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7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80505225-21FD-421A-84F3-

85BD411854E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8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3DDF62EB-DD5C-4E17-B408-

60344A49E66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9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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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C00A759-85FD-4824-89D0-

2FB4B25F7F67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10 月會計報告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EF40B31-8F7A-4C49-9DC2-

F2EE9493690C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Repor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7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會計報表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收支餘絀明細、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平衡表明細」。主

要描述水資源作業基金辦理水庫、海堤、河川及排水設施之管理、清淤疏濬、災

害搶修搶險、相關人才培訓、回饋措施及溫泉業務等預算執行情形。本資料集的

製作方式係由經濟部水利署所屬三區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署將預算執行資料報

送後彙整，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期限前完成彙編。 

主要欄位說明 收支餘絀表、平衡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表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翠姿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2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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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作業基金會計報表 

資料量 6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8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C6F1057-7C9F-4D8A-B383-

3F584EB83D3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9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A7313F5-BFC2-4C5A-8C0F-

E9AEF33965E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0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2043F85-8BEC-45C5-9F57-

93231350515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1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4366F3F-8A8A-4357-8274-

4CEDBB82EC61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2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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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4E5FC0C0-33DD-4A80-8902-

B7DB4AF0F321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1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028300F-F199-4C80-A4A4-

5E4B630E9ED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2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A18FEC3-2FEC-419C-99B9-

92D8E3E79C9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1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981B11D9-39E7-40D1-95F5-

8175BA1D065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2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DEE34ED-D5AC-420D-AC82-

308E98C999C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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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3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DF6F470-14FD-4174-8EB7-

76E186AF89E2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4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38316C2-D1DA-4DD4-BEC5-

4D2BBDA8DA8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5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E088E0D-7DC6-4409-A73D-

99F41B1000B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6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B11DE6F7-CEF1-4A68-8A45-

9F9DEB6F83F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 7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37DD9FEB-E97B-41C2-A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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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2C9F1E5A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4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0169F4F-E424-4201-96D2-

8C6982CD424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5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082A2A0-9627-4AC0-AAD8-

06F478B2E751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6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046F571-B65E-4069-A3A1-

C80F9CC181F4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7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DD2EBEC-5353-4876-AA29-

220000612CA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3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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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0A47445C-CCF8-4618-97E1-

7A3AF5DAEEBE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8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32BAAF9F-DA2C-4B5F-949F-

6CDA1C75785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9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7945940-A94C-471E-BA77-

33E8E3317B93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5 年 10 月會計報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9592A09-639B-4FAA-A065-

C2D98EDE0A5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ngStatemen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8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組織職掌及聯絡方式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組織與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連結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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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3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6-30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組織 

資料量 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3110928-109B-4E87-8C10-

1774CE37DE00&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OrganizationDutyAndConnec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最新消息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署最新訊息，包括新聞稿、公告及徵才等。 

主要欄位說明 最新消息類別<Category>、內容<Content>、截止日期<EndDate>、資料

ID<Identifier>、發布日期<PublishDate>、標題<Title>、相關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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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週 

開始收錄日期 2007-04-12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1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 

標籤/關鍵字 水利署、最新消息 

資料量 49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7207130E-A93A-4C46-9804-

75937E3D93E3&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New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4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及所屬法定預算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歲入來源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入項目說明提要

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

表、資本支出分析表、人事費用分析表、預算員額明細表、公務車輛明細表、辦

公房舍明細表、補助經費分析表、捐助經費分析表、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派

員出國計畫類別表-開會、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

表、跨年期計畫概況表、委辦經費分析表」。 

主要欄位說明 機關編號、機關業務別、會計年度、預算階段、預算科目編號、預算來源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廖瓊霞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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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0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6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預算 

資料量 19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104 年度法定預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23967F65-FBBC-421A-B2D0-

E65859BFA99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105 年度法定預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85B31EF-F617-426B-B1A7-

5ED419F6641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5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及所屬預算案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歲入來源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入項目說明提要

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

表、資本支出分析表、人事費用分析表、預算員額明細表、公務車輛明細表、辦

公房舍明細表、補助經費分析表、捐助經費分析表、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派

員出國計畫類別表-開會、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

表、跨年期計畫概況表、委辦經費分析表」。 

主要欄位說明 機關編號、機關業務別、會計年度、預算階段、預算科目編號、預算來源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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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廖瓊霞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09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0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3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66 

標籤/關鍵字 預算 

資料量 30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104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EB4789C-43DF-4C8E-AB7B-

F0F0FE4CD37D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105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1D0E8AFE-7FC7-4E39-A2A8-

320B104385E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106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E0815ED2-F3FD-450F-A5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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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9963BB56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8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收支預計表及說明、現金流量預計表及補充說明、預計平衡

表、餘絀撥補預計表」。 

主要欄位說明 收支預計表及說明、現金流量預計表、餘絀撥補預計表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麗娜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14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8-31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twed.wra.gov.tw/System/PureDataDetail.aspx?DicID=167 

標籤/關鍵字 預算 

資料量 33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0A8B02D-DB78-4550-9C87-

EA3223E88D10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合併)105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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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A76D791-E597-4B4D-8BF3-

E06B4FC7038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個別分基金)105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F48922F7-C566-4573-B35C-

83D414FDC60F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5178937C-F890-45C5-891F-

66177C028826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合併)106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89EAF015-05B5-4DD7-BECF-

12B7C32B7D4F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水資源作業基金(個別分基金)106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8A46F1CD-07C6-4E10-B60F-

EF33F29F7E1C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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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106 年度預算案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760D3C82-3F4B-4EBE-8DAC-

1AD51D0A743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0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括：「收支決算及說明、現金流量決算、平衡表明細、餘絀撥補明

細」。 

主要欄位說明 總處制定、總處制定標頭、資料表、資料庫資料表名稱、書表名稱、系統名稱、

系統程式編號、基金類別、書表名稱、年度、基金、階段、版本、單位、總處制

定資料集、每筆資料、資料序號、科目層級、科目字型粗體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陳翠姿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28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1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6-15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71 

標籤/關鍵字 作業基金決算 

資料量 8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3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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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6-18T16:02: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ACEADF40-F0C8-4DF5-A101-

62E88660D0CF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3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本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12T15:30: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E04405B-F6AA-4D60-9285-

289D5E3230F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3 年度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12T15:30: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DA15BFF9-B5BC-4E78-B0B8-

74948D1CCA99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3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決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12T15:30: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952DA23D-9D75-4F7B-9C3F-

47E5F28B745A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決算(本部)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9-20T16:26: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6326FE69-FD93-4FED-97B1-

27FF6C47D8D8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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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9-20T16:26: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EF93AC09-AEF5-4B72-B9EA-

F6CE471784C5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104 年度溫泉事業發展基金決算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9-20T16:26:00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CloudFile/getFile.ashx?id=C4B6DABA-51D0-4F87-A11B-

15C04C35E1AB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資料集描述 年報，次年 4 月底前上載；統計海水淡化廠之實際營運時間、海水取水量、實際

造水量、濃鹽水排放量   

主要欄位說明 實際營運時間<ActualOperationTime>、實際造水量<ActualWaterRelease>、濃鹽水

排放量<OutletCapacityOfDenseSalineWater>、廠名<ProduntionPlant>、備註

<Remarks>、海水取水量<SeawaterIntakeCapacity>、統計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依儒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3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7-10 16:36:07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5-25 14:23:46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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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StateOf

DesalinationPlantOpera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海水淡化廠營運 

資料量 137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93 

資料集名稱 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提供臺灣地區歷年水資源投資概況，包含水資源投資金額調查及國

內資本形成、生產毛額等經濟性數據蒐集成果。本資料集係由水利署水資源投資

分析資料管理系統所提供，其調查彙整歷年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縣市政

府、農田水利會與國營事業單位等之水資源投資金額，為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統

一之管理及查詢網站。本資料集內容關鍵在於掌握水資源投資金額與國內經濟概

況，讓使用者能進一步瞭解我國水資源事業投資額度。期盼作為相關單位進行水

資源經營管理、政策制定及未來投資規劃時之參考資料。調查頻度每年一次，調

查時間配合政府單位預決算作業時程辦理。 

主要欄位說明 水資源投資額<AmountOfInvestment>、國內資本形成

<DomesticCapitalFormation>、政府資本形成<GovernmentCapitalFormation>、國民

生產毛額<GrossNationalProduct>、年底人口<Population>、流水號

<SerialNumber>、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6-28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95 

標籤/關鍵字 水資源投資 

資料量 5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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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3331049-810F-44AF-BAB8-

14461CC4DAD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InvestmentAnalysisInformatio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1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決算書 

資料集描述 提供年度決算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Name>、日期<Edit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7-12-3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6785&CtUnit=1397&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決算書 

資料量 8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E2CB5F63-8002-49AD-84F6-

1385E7F94346&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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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sourcesAgencyFinalRepor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2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招標及決標訊息 

資料集描述 提供書面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Name>、日期<Edit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05-07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6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8280&CtUnit=1248&BaseDSD=37 

標籤/關鍵字 書面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資料量 58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EF5969BA-A8A2-4689-9A9C-

16F517907167&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TheAnnouncementForTenderAndAwardOfPublicBidding.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0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預算書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203 

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描述 提供年度預算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Name>、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6781&CtUnit=1394&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預算 

資料量 3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BudgetRepor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2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資料集描述 提供補助地方政府案件及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案件 

主要欄位說明 預算類別<BudgetCategory>、分類<CategoryName>、日期<Date>、標題<Title>、

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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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12-3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2-0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6789&CtUnit=1400&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捐助 

資料量 13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EF9F382D-B147-4FF7-8768-

47456B4060D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SubsidyCase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8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相關行政救濟案例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除包括總目錄，提供案例彙編目錄及案例摘要與依據之法條外，主要

係就水利法規（包括水利法、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溫泉法及溫泉開發許可辦

法等）常見案例予以介紹，於每一則案例中，其內容除個案事實簡介外，尚包括

訴願及行政救濟之理由，並附有訴願決定書、法院判決等文書連結以供查詢，期

能藉此使同仁與民眾對水利法規或相關案例能獲得相當之理解及認識。 本資料

業已公布於水利署全球資訊網，開放資料係公布連結清冊。 

主要欄位說明 標題<Title>、網址<UniformResourceLocator>、更新時間<UpdateTi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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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1-04-07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6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7192&CtUnit=1484&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行政救濟 

資料量 1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F62025C-B0FA-4229-AF5E-

2EA34BAD08D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RemedyCase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10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行政指導文書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包括防災避災工具、經濟部水利署轄管綠美化水岸土地維護管理要

點、河川區域種植申請、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核發土地使用未違反水利法證明

文件、地下水水權臨時用水登記申請手冊、地面水水權登記申請手冊、水庫蓄水

範圍內施設建造物申請規定、節水小撇步及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之水質建議值

等，期能藉此資訊的公布使民眾對相關要點與規定能獲得相當之理解及認識。 

本資料業已公布於水利署全球資訊網，開放資料係公布連結清冊。 

主要欄位說明 標題<Title>、網址<UniformResourceLocator>、更新時間<UpdateTi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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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7-16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6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6259&CtUnit=1159&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行政指導 

資料量 1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9A949A1-CE6E-4695-AE49-

F82052377E12&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GuidanceDocument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11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施政計畫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係提供水利署施政計畫，包含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海岸環境營造

計畫及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說明約略含括計畫緣起（依據、未來環境

預測、問題評析）、計畫目標（目標說明、達成目標之限制、預期績效指標及評

估基準）、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現行政策、改進策略建議）、執行策略方

法（執行策略、主要工作、分年執行策略、執行步驟與分工）、期程與資源需求

（計畫期程、所需資源說明、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經費需求）及預期效果及影

響（效益評估、效益綜合評估、預期成果、風險管理）等內容。 本資料業已公

布於水利署全球資訊網，開放資料係公布連結清冊。 

主要欄位說明 標題<Title>、網址<UniformResourceLocator>、更新時間<UpdateTi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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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約 5 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15-06-1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5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8270&CtUnit=1715&BaseDSD=7 

標籤/關鍵字 施政計畫 

資料量 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047E251-9C37-4A3D-B82F-

05180F7B83A3&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Plan.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1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_統計動態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統計動態 

主要欄位說明 標題<CategoryName>、日期<Dat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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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3-06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7525&CtUnit=839&BaseDSD=12 

標籤/關鍵字 統計動態 

資料量 26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996228C-2E47-4344-8C65-

BA030F2A433F&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DynamicStatistic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92 

資料集名稱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成果經費統計(鄉鎮市區公所) 

資料集描述 依自來水法第 12-2 條規定所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由各保護區成立專戶運用

小組管理運用，專供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

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項目依自來水法第 12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如下：一、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

施維護管理事項。二、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

產業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水電費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三、發放因

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補償金事

項。四、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五、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六、徵收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七、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本開放資料係由水利署

彙整統計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鄉鎮市區公所歷年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情形，

包含各款項之執行經費及比例。 

主要欄位說明 水質水量保護區<ConservationArea>、縣市名稱<County>、執行經費

<ExecutiveBudget>、比例<ExecutiveProportion>、款項<PaymentItemName>、鄉鎮

名稱<Town>、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209 

項目 內容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曾漢馨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77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E510@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6-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2016-06-24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44 

標籤/關鍵字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資料量 144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s://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7E30126-EB55-4196-BDD8-

4B240683EF5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ConservationAndCompensationFundStatistics(TownCityAndDistrictOffice).xml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資料集描述 提供公文系統內電子化會議之行事曆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附件型式<AttachmentType>、起算時間<BeginningTime>、本別<CopyType>、建

立日期<CreationTime>、限辦日期<Deadline>、公文性質<DocumentAttribute>、主

旨<DocumentDescription>、文別<DocumentType>、簽核型式<JudgementType>、

開會日期<MeetingDate>、部文號<MinistryDocumentNumber>、修改時間

<ModifiedTime>、修改人員<ModifiedUserName>、公文文號

<OfficialDocumentNumber>、來文字號<OrganizationDocumentNumber>、來文日

期<OrganizationDocumentSentDate>、機關編號<OrganizationIdentifier>、來文機關

<OrganizationName>、收創單位名稱<RegistryDepartmentName>、收創科別名稱

<RegistryDivisionNumber>、收創時間<RegistryTime>、收創人員名稝

<RegistryUserName>、備註<Remark>、保留欄位 1<ReservedField1>、保留欄位

2<ReservedField2>、保留欄位 3<ReservedField3>、保留欄位 4<ReservedField4>、

保留欄位 5<ReservedField5>、承辦單位<ResponseDepartmentName>、承辦科別

<ResponseDivisonName>、承辦人<ResponseUserName>、密等<SecretType>、速別

<SpeedTy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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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何茂松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23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5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6/1 12:00:0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ElectronicalMeeti

ngCalandar.xml 

標籤/關鍵字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資料量 約 10 筆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意見信箱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主要係配合公文系統作業，提供水利署全球資訊網民眾意見信箱的內

容供公文系統抓取作為公文附件，避免資料重覆建置的作業。 

主要欄位說明 居住地<AddressCounty>、意見內容<CommentsAndSuggestions>、限辦日期

<Deadline>、電子信箱<Email>、性別<Gender>、信件編號<LetterIdentifier>、姓

名<Name>、處理單位<ResponseDepartmentName>、來信日期<SentDate>、聯絡電

話<Telephone> 

資料集類型 WebService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7/1 12:00:0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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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PublicMailContent

.xml 

標籤/關鍵字 意見信箱 

資料量 1000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意見信箱(密件)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主要係配合公文系統作業，提供水利署全球資訊網民眾意見信箱(密

件)供公文系統抓取作為公文附件，避免資料重覆建置的作業。 

主要欄位說明 信件編號<LetterNumber>、處理單位<ResponseDepartmentName> 

資料集類型 WebService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7/1 12:00:0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ConfidentialPublic

MailContent.xml 

標籤/關鍵字 意見信箱 

資料量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成果與會議照片集 

資料集描述 定期及不定期提供水利署重要會議照片及成果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定期及不定期提供水利署重要會議照片及成果資料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3 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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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ConferencePhoto.

xml 

標籤/關鍵字 會議照片 

資料量 7188 張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署長文稿 

資料集描述 每年提供有關署長之致詞稿、新聞稿、演講稿及受訪稿等資料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文稿標題<ArticleTitle>、類別<Category>、出處<Citation>、文稿內容<Content>、

建立者<Creater>、檔案名稱<FileName>、狀態<FlagStatus>、編號<ID>、地點

<Location>、編輯 IP<ModifyIP>、編輯人員<ModifyName>、編輯時間

<ModifyTime>、名稱<Name>、對象<Objective>、審核人員<Reviewer>、確認狀

態<Status>、時間<Time>、標題<Tit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三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孟宸萱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P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MinisterArtic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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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標籤/關鍵字 致詞稿、新聞稿、演講稿、受訪稿 

資料量 345 則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圖書清單 

資料集描述 不定期提供本署出版品成果報告書書目訊息，包括題名、作者、出版項、出版日

期、分類號、統一編號、中文摘要等訊息 

主要欄位說明 中文摘要<Abstract>、作者<Author>、分類號<CategoryID>、年代號<CDYear>、

幣別<Currency>、新增日期<Date>、外文摘要<EnglishAbstract>、統一編號

<GPN>、識別號<ID>、國際標準圖書號碼<ISBN>、語文別<Language>、圖書館

藏詳細資料 URL<opURL>、政府出版品封面<Photo>、價格<Price>、委辦計畫編

號<ProjectID>、出版者<Publisher>、出版年<PublishYear>、題名<Title>、電子檔

路徑<TxURL>、類別<Typ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六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6&FLNO=18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采宜 

聯絡人電話 02-37073107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P52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天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zh-TW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LibraryCatalogue.

xml 

標籤/關鍵字 知識管理、政府出版品、期刊、年報、電子書 

資料量 81500 

備註  

 

 

項目 內容 

資料集名稱 水利節表揚大會 

資料集描述 水利署為表彰對水利業務有特殊、重大或傑出貢獻之人員，於每年水利節期間，

辦理「全國水利傑出貢獻獎」表揚大會，以激勵水利從業人員之工作士氣，邀請

吳副總統蒞會致訓勉詞並頒發「終身成就獎」。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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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趙欣彥 

聯絡人電話 02-3707304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0E51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8-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5-08-24 17:50:10 

最後更新時間 2015-08-21 16:55:50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ydrauli

FestivalPraiseConvention.xml 

標籤/關鍵字 水利節表揚大會 

資料量 1 

備註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6 

資料集名稱 自來水管承裝商聘僱中人員統計資料 

資料集描述 「自來水管承裝商」係指承攬裝修自來水導水、送水、配水管線及自來水用戶用

水設備工程業務之公司或商號，須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進行「營業許可」申請後

始得營業，分為甲、乙、丙三等，應具備資格、承辦工程範圍、及需聘僱自來水

管承裝技工/技術員人數均有差別。「自來水管承裝技工」指自來水管承裝商僱用

裝修自來水導水、送水、配水管線及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之技術工人。自來水管

承裝技工考驗辦法依自來水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

委託之機關(構)辦理，因考驗範圍比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之「自來水管配管

技術士丙級技能檢定」規範，由勞委員辦理之考試，考驗合格後可同時取得自來

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證與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一試兩證)。於民國 94

年前由中部辦公室、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個別辦理證書之考驗與核發，民國

94 年 1 月以後由經濟部水利署統一辦理。本資料集欄位內容包含：「紀錄序號、

年度、性別、年齡區間、縣市名稱、聘僱類別(技工或技術員)、聘僱人數」，其

中，年齡區間為代碼 1~7，分別代表：「1 代表 20 歲以下、2 代表 21~30 歲、3 

代表 31~40 歲、4 代表 41~50 歲、5 代表 51~60 歲、6 代表 61~70 歲、7 代表

71 歲以上」。 

主要欄位說明 年齡區間<AgeInterval>、縣市名稱<County>、性別<Gender>、聘僱類別

<HiringClass>、聘僱人數<NumberOfHiringEmployee>、紀錄序號

<SerialNumber>、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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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簡吉甫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61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E520@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6-09-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1 

標籤/關鍵字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 

資料量 401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69B43034-6A0C-4731-A485-

B67C2332B173&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HiringE

mployeeStatisticsInformationOfTapWaterPipeInstallationFactory.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0 

資料集名稱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資料集描述 年報，次年 3 月 15 日前上載；按各縣市別統計自來水生活用水量及每人每日生

活用水量   

主要欄位說明 生活用水量<ConsumptionOfWater>、縣市別<ExecutingUnit>、年中供水人數

<PopulationServed>、備註<Remarks>、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TheDailyDomesticConsumptionOfWaterPerPerson>、統計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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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林依儒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4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8-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4-06-27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74 

標籤/關鍵字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 

資料量 18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7D1311DD-E1DE-4B01-A5ED-

1FC589A7C082&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TheDom

esticConsumptionOfWater.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02 

資料集名稱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資料集描述 半年報，3 月 15 日、9 月 15 日前上載；按機構別(台灣自來水公司(一至十二區管

理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連江自來水廠)，提供人數計算之自來水供水

普及率 

主要欄位說明 實際供水人數<ActualPopulationServed>、機構別<ExecutingUnit>、供水普及率

<PercentageOfPopulationServed>、行政區域人數<PopulationInServedArea>、備註

<Remarks>、統計年度<Year>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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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吳淑娟 

聯絡人電話 04-22501550 

聯絡人電子郵件 A1202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一年兩次 

開始收錄日期 2006-06-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4-09-15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75 

標籤/關鍵字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資料量 27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A3F5BA69-91C5-4538-AAA7-

C8F2259E9DE4&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0.33.10/SaturationOfWater

Supply.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7 

資料集名稱 自來水用水量 

資料集描述 全台各縣市及鄉鎮市區之每月售水量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 縣市<County>、月份<Month>、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公

升)<TheDailyDomesticConsumptionOfWaterPerPerson>、鄉鎮<Town>、年份<Year>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李嘉文 

聯絡人電話 02-89415065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50310@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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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收錄日期 201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27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1 

標籤/關鍵字 自來水用水量 

資料量 6791 

備註 因應自來水公司(廠)2 個月抄表一次，本資料僅提供自 104 年 1 月起，當月起算

前第 3 個月起(含)先前各月之資料。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174948A-323C-4F3A-B8B9-

9CCC558AF91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TheCons

umptionOfWater.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39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國賠統計 

資料集描述 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半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1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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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4 

標籤/關鍵字 國家賠償 

資料量 2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96FF922F-027D-4A54-BEAC-

F24AE429A42A&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GovernmentCompensationStatistical.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0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統計資料指標 

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統計資料指標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6 個月 

開始收錄日期 201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1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5 

標籤/關鍵字 統計資料指標 

資料量 29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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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9BAF265E-942D-4FCA-BBD5-

E38554BDF8A0&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StatisticalDataIndicator.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1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公務統計報表 

資料集描述 提供公務統計報表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6-30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6 

標籤/關鍵字 公務統計 

資料量 5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1C5480B8-786C-4DC2-A3CC-

39367BBF1BE1&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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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sourcesAgencyRegisterStatisticalReport.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4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公務統計方案 

資料集描述 提供公務統計方案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29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7 

標籤/關鍵字 統計 

資料量 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335A79F-B333-413F-8D41-

29096E804D3A&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PublicserviceStatisticSchem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5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統計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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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描述 提供水利統計書刊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2-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27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8 

標籤/關鍵字 統計 

資料量 1066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F6D0B9F-5C88-48BE-863C-

DFEA14F718AD&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StatisticBooksAndPeriodical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2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統計分析 

資料集描述 提供各縣市水利統計分析 

主要欄位說明 分類<Category>、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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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1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89 

標籤/關鍵字 統計 

資料量 33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F1D88E63-64D5-441D-A4F3-

1B491BC5F29E&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StatisticAnalysis.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143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資料集描述 提供各期水利統計簡訊 

主要欄位說明 日期<Date>、標題<Title>、連結網址<URL>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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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姓名 施双鳳 

聯絡人電話 04-22501436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10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2000-01-01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2015-07-13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90 

標籤/關鍵字 統計 

資料量 27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CA80817-0864-4547-B47C-

CD91005F4D2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a/opendata/0.33.10/WaterRe

sourcesAgencyHydraulicStatisticMessage.xml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3 

資料集名稱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為水利署各河川局疏濬工區遠端監控影像。本資料集係彙整水利署河川

局各疏濬工區設置之管制站之監控影像，藉由管制站監控疏濬工區，使保全人員

與巡防駐衛警能即時掌握狀況，以防範疏濬工區範圍內在「非作業時段出料」之

違法行為、砂石車出場時確實加蓋防塵網以符合環保規範等；另外，砂石車在疏

濬工區若大排長龍，則導致交通問題。透過影像與其管理者管理 APP 可進行線上

監控與管理，即時調度載土車輛或落實蓋網避免空汙環保等，並讓管理者能利用

數據，進一步分析掌握工程進度。依據各河川局疏濬工程開工不定期更新，一年

監控期間原則上至少每季 1 次。 

主要欄位說明 監測點地址<Address>、所屬流域<Basin>、編碼器廠牌<Brand>、CCD 編號

<CCDID>、坐標系統<Coordinate>、監測點所在縣市(行政區位置)<County>、資

料取得<DataAquire>、水平視角<HorizontalAngle>、ID<ID>、資料傳輸方式

<ImageType>、input 參數<Input>、X 坐標<Location_TWD97>、提供機關

<Organization>、output 參數<Output>、所屬河川<River>、監測點文字描述

<StationDescription>、站名<StationName>、監測點狀態<Status>、監測點所在鄉

鎮<Town>、提供單位<Unit>、垂直視角<VerticalAngl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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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行政組 

聯絡人姓名 陳奕集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6028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季 

開始收錄日期 105/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2014-06-25 11:08:27 

最後更新時間 2014-12-29 16:35:0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資料量 8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10147626-45D2-43E2-A560-

D1C39BD600CD&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33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9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轄管河川綠美化場地可開放認養維護管理案件表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蒐集 105 年度經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可開放認養維護轄管河川或排水等

綠美化水岸土地相關資料，其資料內容為：項次、場地名稱、場地實際位置、面

積（公頃）、現辦理綠美化場地維護管理工作單位、執行機關、備註等，上述資

訊可以讓民眾瞭解經濟部水利署年度執行綠美化水岸土地維護成果及可供周遭民

眾休閒遊憩使用之河川或排水綠美化場地資訊，另開放資料備註欄，提供申請認

養河川或排水綠美化水岸土地資格及申請認養清潔維護綠美化場地工作應洽何單

位辦理。另本資料每年會更新 1 次，以讓民眾知悉現有可開放認養維護河川或排

水綠美化場地相關資訊。 

主要欄位說明 面積(公頃)<AreaInHectare>、執行機關<ExecutiveOrganization>、項次<Item>、地

點<Location>、認養維護單位<Maintainer>、名稱<Name>、備註<Remarks>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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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土地管理組 

聯絡人姓名 丁振興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3022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0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綠美化場地 

資料量 10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348F5520-AA9F-4D3A-9429-

C475DA388CEC&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9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8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轄管河川或排水綠美化場地已認養維護管理案件表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內容蒐集本年度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已認養維護轄管河川或排水等綠美化水

岸土地資訊，其資料內容包含：項次、綠美化場地名稱、實際地點、面積〈公

頃〉、維護管理單位及備註等。上述資訊可以讓民眾更加瞭解經濟部水利署年度

執行綠美化水岸土地維護成果及可供周遭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之河川或排水綠美化

場地資訊，也可讓民眾瞭解本年度民間企業、團體或機構協助政府辦理綠美化場

地清潔維護工作，以提昇其社會形象，並鼓勵更多單位及機關（構）、團體或企

業認養加入認養行列。另外本資料集每年會更新 1 次，以讓民眾知悉現有已認養

綠美化場地相關內容。 

主要欄位說明 面積(公頃)<AreaInHectare>、執行機關<ExecutiveOrganization>、項次<Item>、地

點<Location>、認養維護單位<Maintainer>、名稱<Name>、備註<Remarks>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可剖析)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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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土地管理組 

聯絡人姓名 丁振興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3022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0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綠美化場地 

資料量 1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B1AF68AA-7065-4C5F-8534-

68B081DF3354&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8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0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基本資料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提供全臺水利署所屬之磁環分層監測井（簡稱地陷監測井）基本資訊。

地陷監測井之量測原理係將磁性感應環預先錨定於地層不同深度，再利用感應偵

測設備，量測每一感應環距地表之深度，並分析各層次之壓縮量，以瞭解地層不

同深度之沉陷變化；其特點為可多層且有彈性的設定監測層次、量測精度及穩定

性高，耐用性良好，是目前最適用於監測分層地層壓縮變化的儀器之一。截至目

前為止，正常觀測之地陷監測井計有 51 口，其分布於宜蘭、桃園、彰化、雲

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縣市，每月至現地進行觀測，為避免人為記讀錯

誤，技術人員至現場量測時先將資料登錄於制式表格，同時與平版電腦進行比對

確認，對於異常之讀數則重覆量測以進行確認。   

主要欄位說明 管理單位<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縣市名稱<CountyName>、地下水分區代

碼<GroundWaterZoneCode>、地下水分區名稱<GroundWaterZoneName>、地層下

陷監測井代碼<LandSubsidenceMonitoringWellIdentifier>、地層下陷監測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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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ubsidenceMonitoringWellName>、TWD67 坐標<LocationByTWD67>、

TWD97 坐標<LocationByTWD97>、經緯度<LocationByWGS84>、建置時間

<SetTime>、使用狀況<Stutas>、行政區名稱<Town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文技術組 

聯絡人姓名 陳致良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84/07/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地層下陷監測井 

資料量 5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9B3F6811-C66D-4B66-9E86-

B0E088E818B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0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1 

資料集名稱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監測資訊 

資料集描述 地層下陷監測資訊中之磁環分層監測井（簡稱地陷監測井）資訊係指將磁性感應

環預先錨定於地層不同深度，再利用感應偵測設備，量測每一感應環距地表之深

度，並分析各層次之壓縮量，以瞭解地層不同深度壓縮變化之資訊；其特點為可

多層且有彈性的設定監測層次、量測精度及穩定性高，耐用性良好，是目前最適

用於監測分層地層壓縮變化的儀器。截至目前為止，正常觀測之地陷監測井計有

51 口，其分布於宜蘭、桃園、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縣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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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逐次審查通過後，於每年公布正式監測資料，其中資料欄位「地層壓縮

量」若為 9999 代表該磁環失效。 

主要欄位說明 管理單位<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縣市名稱<CountyName>、地下水分區代

碼<GroundWaterZoneCode>、地下水分區名稱<GroundWaterZoneName>、地層下

陷監測井代碼<LandSubsidenceMonitoringWellIdentifier>、地層下陷監測井名稱

<LandSubsidenceMonitoringWellName>、TWD67 坐標<LocationByTWD67>、

TWD97 坐標<LocationByTWD97>、經緯度<LocationByWGS84>、建置時間

<SetTime>、使用狀況<Stutas>、行政區名稱<Town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文技術組 

聯絡人姓名 陳致良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1017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84/07/22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地層下陷監測井 

資料量 407534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1D1A972C-53B2-4626-87BA-

2EC42AA9F5F8&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1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2 

資料集名稱 高屏溪水系隘寮溪支流武洛溪河川區域圖 

資料集描述 由於社會發展迅速，沿岸土地利用及使用行為越來越多元，加以兩岸土地地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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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堤防護岸興建及自然環境變遷等因素，為使河川有效管理且顧及民眾權益及

安全，需予劃定河川區域，釐訂管理範圍。依據水利法第 78 條之 2 與河川管理

辦法第 6 及第 7 條規定，本署製作「高屏溪水系隘寮溪支流武洛溪河川區域

圖」，其係經測量製作為數值河川圖籍後再轉換為 KML 檔案以供使用者下載套

匯，並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權責機關所公告之圖資為準，其所涉及之土地實

際權力界址者，土地實際位置應以地政機關椱丈成果為準。河川區域常因堤防完

成或土地重劃等等因素而辦理局部變更(更新)，故套用時宜請注意這些局部更新

的部分，勿僅套疊先前較長的河段，而忽略其中某些小河段的局部更新。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文技術組 

聯絡人姓名 羅明旗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900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103/08/14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河川區域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856323B-113D-40A9-8929-

1C5F49814D6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2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4 

資料集名稱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隘寮溪河川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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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描述 由於社會發展迅速，沿岸土地利用及使用行為越來越多元，加以兩岸土地地籍重

測、堤防護岸興建及自然環境變遷等因素，為使河川有效管理且顧及民眾權益及

安全，需予劃定河川區域，釐訂管理範圍。依據水利法第 78 條之 2 與河川管理

辦法第 6 及第 7 條規定，本署製作「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隘寮溪河川區域

圖」，其係經測量製作為數值河川圖籍後再轉換為 KML 檔案以供使用者下載套

匯，並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權責機關所公告之圖資為準，其所涉及之土地實

際權力界址者，土地實際位置應以地政機關椱丈成果為準。河川區域常因堤防完

成或土地重劃等等因素而辦理局部變更(更新)，故套用時宜請注意這些局部更新

的部分，勿僅套疊先前較長的河段，而忽略其中某些小河段的局部更新。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文技術組 

聯絡人姓名 羅明旗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900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103/08/14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河川區域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29A611AF-240B-496D-B12D-

6C62D253203F&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4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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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稱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濁口溪河川區域圖   

資料集描述 由於社會發展迅速，沿岸土地利用及使用行為越來越多元，加以兩岸土地地籍重

測、堤防護岸興建及自然環境變遷等因素，為使河川有效管理且顧及民眾權益及

安全，需予劃定河川區域，釐訂管理範圍。依據水利法第 78 條之 2 與河川管理

辦法第 6 及第 7 條規定，本署製作「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濁口溪河川區域

圖」，其係經測量製作為數值河川圖籍後再轉換為 KML 檔案以供使用者下載套

匯，並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權責機關所公告之圖資為準，其所涉及之土地實

際權力界址者，土地實際位置應以地政機關椱丈成果為準。河川區域常因堤防完

成或土地重劃等等因素而辦理局部變更(更新)，故套用時宜請注意這些局部更新

的部分，勿僅套疊先前較長的河段，而忽略其中某些小河段的局部更新。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文技術組 

聯絡人姓名 羅明旗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900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103/09/23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河川區域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15FDE401-9F8A-48FD-81E0-

7A149AB48A80&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3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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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2 

資料集名稱 臺灣溫泉監測季報 

資料集描述 溫泉為臺灣所擁有的珍貴天然資源，為確保各地區溫泉資源的永續發展，建置及

整合溫泉監測網是落實溫泉管理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有效利用詳實、精確與完整

的監測網，以驗證溫泉區可開發總量之推估是否正確，亦可運用於泉溫、泉質、

水位即時預警應變之使用。長期且充分校驗之監測數據，更是進一步研析溫泉形

成、補注與行政管理技術之參考。經濟部水利署自 100 年起辦理礁溪及四重溪之

溫泉監測作業，101 年起整合北投及烏來地區溫泉監測作業，並自 101 年起發行

國內第一本「臺灣溫泉監測季報」，至今全臺溫泉監測井網已逐漸成形，爰將其

成果陸續刊印於各期溫泉監測季報中，期以公開之資訊，分享產、官、學、研各

界，確保溫泉資源永續經營與發展管理。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保育事業組 

聯絡人姓名 管樂齊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季 

開始收錄日期 101/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HotSpring、溫泉 

資料量 15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4924112F-1956-4978-9DDF-

224A2B31DB0D&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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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25 

資料集名稱 石門水庫 (含榮華壩 )水庫集區範圍圖 

資料集描述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範圍位於桃園市境淡水河最大支流大漢溪上，行政

區跨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等五個縣市。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7 日依據經濟部函頒「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

作業要點」第六條規定，提送石門水庫（含榮華壩）水庫集水區範圍。本水庫集

水區範圍係以水庫大壩以上全流域稜線以內所涵蓋之區域為原則劃設而成，且同

屬大漢溪上下游系列水庫，故上游水庫－榮華壩由下游水庫－石門水庫合併劃定

水庫集水區。於 104 年 5 月 13 日經經濟部水利署查認後做為開放資料提供。由

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圖資尚未完成全臺 95 座查認作業，且後續劃設之圖資與原查

認之圖資仍有相鄰共邊之疑慮，故本圖資僅供參考。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保育事業組 

聯絡人姓名 曾漢馨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4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 10 年 

開始收錄日期 101/10/17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石門水庫,榮華壩,水庫,水庫集水區,集水區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A810CEE8-5156-4E6A-B4B9-

60F5DD58E769&format=xml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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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7 

資料集名稱 水庫日水位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係彙整現有公告之水庫，水庫名稱、水庫編號、統計日期時間、有

效容量、呆水位、滿水位、集水區雨量、進水量、取用水量、排洪道流量、溢洪

道流量、放流量合計、出水量合計…等資料。本資料集係由各水庫管理單位，資

料來源為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之災害緊急應變系統內登錄所轄公告水庫之每日水

庫相關水情，若為人工觀測，原則每日填報一筆七時水位及有效蓄水量。資料庫

管理系統所提供資料，主要為提供給關心台灣地區水庫水情之各界，了解目前水

庫最新之蓄水情形，作為旅遊、經濟建設分析、學術研究、防災防汛及水源調

配…等之依據。 

主要欄位說明 集水區雨量<CatchmentAreaRainfall>、放流量合計<CrossFlow>、統計日期時間

<Date>、呆水位<DeadStorageLevel>、有效容量<EffectiveCapacity>、滿水位

<FullWaterLevel>、進水量<InflowVolume>、取用水量<Outflow>、排洪道流量

<OutflowDischarge>、出水量合計<OutflowTotal>、溢洪道流量

<RegulatoryDischarge>、水庫編號<ReservoirIdentifier>、水庫名稱

<ReservoirName>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水源經營組 

聯絡人姓名 鄭清芳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2E03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小時 

開始收錄日期 92/01/23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水庫即時水情,水庫水位 

資料量 68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50C8256D-30C5-4B8D-9B84-

2E14D5C6DF71&forma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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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107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10 

資料集名稱 水利工程契約範本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主要包含契約文件及效力、履約標的及地點、契約價金之給付、契約價

金之調整、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稅捐、履約期限、材料機具及設備、施工管

理、監造作業、工程品管、災害處理、保險、保證金、驗收、操作維護資料及訓

練、保固、遲延履約、權利及責任、契約變更及轉讓、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

行、爭議處理及其他等。本資料集係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供工程契約

範本，並彙整收集所屬機關執行水利工程實務面所遭遇困難作適當修正。希冀作

為本署暨所屬機關執行水利工程契約之參考範例。本水利工程契約範本如未載明

之事項，仍依政府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電子檔案(一般)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事務組 

聯絡人姓名 陳憲儀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65019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年 

開始收錄日期 100/01/01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水利工程 

資料量 1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8764AE3B-720D-4386-A860-

7DDBAA706C68&forma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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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4 

 

 

項目 內容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313200000G-000209 

資料集名稱 水利知識文章 

資料集描述 本資料集包含蒐集相關河川生態廊道、河川生態工程、生態旅遊、河川棲地等水

利生態領域之相關學術研討會、產官學會、論壇、講座等的活動訊息或文章。本

資料集係由水利署資訊室水利知識服務網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主要以「預知

民眾需求」、「環境教育」、「學術研究」為導向配合水利署河川水利生態主軸，進

行相關訊息、文章資料蒐集、匯總與露出。每年不定期收錄活動訊息。期能透過

結合雲端服務基礎架構，簡化資訊取得的方便性、時效性，從民眾角度主動提供

在地化資訊服務，提升政府服務品質，滿足民眾需求，建立多樣性民眾有感服

務，落實環境資源資訊通透與共用共享理念。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資料庫 

授權方式 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使用規範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q=principl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無 

計費法令依據 無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

關 

上級機關名稱 經濟部 

上級聯絡人姓名 曾志明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21-2200#667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cmtseng@moea.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 機關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資訊室 

聯絡人姓名 黃富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郵件 A210060@ms1.wra.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 

開始收錄日期 103/12/09  

結束收錄日期 持續更新中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環境教育,學術研究 

資料量 132 

備註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http://data.wra.gov.tw/Service/OpenData.aspx?id=6F62C9B6-6A0C-47AC-AAD2-

E271F9CEC229&forma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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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Query/StandardDetail.aspx?DictID=263 

 

 

應用綱要 

河川 

水位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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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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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土地 

 

地下水 

 

地層下陷 

 

環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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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 

 

防洪設施 

 

近海水文 

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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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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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管理 

計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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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開發 

 

知識管理 

 

一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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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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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典 

本節以表格方式詳列標準規範之類別、屬性、說明、條件、資料型別等資訊。 

河川 

水位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日水位 WaterLevelDaily 

ID 站號 V string(10)  

Year 西元年 V int(4)  

Month 月份 V int(2)  

DQ1 1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 2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3 3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4 4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5 5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6 6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7 7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8 8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9 9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0 10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1 11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2 12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3 13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4 14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5 15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6 16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7 17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8 18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19 19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0 20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1 21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2 22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3 23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4 24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5 25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6 26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7 27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28 28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247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Q29 29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30 30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Q31 31 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S1 上旬有效天數  int(4)  

DS2 中旬有效天數  int(4)  

DS3 下旬有效天數  int(4)  

MS 本月有效天數  int(4)  

TQ1 上旬平均水位  decimal(5)  

TQ2 中旬平均水位  decimal(5)  

TQ3 下旬平均水位  decimal(5)  

MQ 當月平均水位  decimal(5)  

DQ_MX 月最大日平均水位  decimal(5)  

DD_DQ_MX 月最大日水位發生日  datetimetime(4)  

DQ_MN 月最小日水位  decimal(5)  

DD_DQ_MN 月最小日水位發生日  datetimetime(4)  

日水位年度統計 WaterLevelYearlyStatistic 

ID 站號 V string  

Year 西元年 V int  

YQ 年平均水位  decimal(38,6)  

DQ_YX 最大日水位  decimal(8,2)  

MMDD_DQ_YX 最大日水位發生月日  datetimetime  

DQ_YN 最小日水位  decimal(8,2)  

MMDD_DQ_YN 最小日水位發生月日  datetimetime  

XQ_YX 最大瞬時水位  decimal(8,2)  

T_XQ_YX 
最大瞬時水位發生月日
時分 

 datetimetime  

日水位歷年統計 
WaterLevelHistoricalStati

stic 

ID 站號 V string(10)  

Year 西元年 V   

MQ1 歷年 1 月月平均    

MQ2 歷年 2 月月平均    

MQ3 歷年 3 月月平均    

MQ4 歷年 4 月月平均    

MQ5 歷年 5 月月平均    

MQ6 歷年 6 月月平均    

MQ7 歷年 7 月月平均    

MQ8 歷年 8 月月平均    

MQ9 歷年 9 月月平均    

MQ10 歷年 10 月月平均    

MQ11 歷年 11 月月平均    

MQ12 歷年 12 月月平均    

MQ_X1 歷年 1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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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MQ_X2 歷年 2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3 歷年 3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4 歷年 4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5 歷年 5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6 歷年 6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7 歷年 7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8 歷年 8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9 歷年 9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10 歷年 10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11 歷年 11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12 歷年 12 月資料統計年數  int  

MQ_XA1 歷年 1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2 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3 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4 歷年 4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5 歷年 5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6 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7 歷年 7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8 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9 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10 歷年 10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11 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  int  

MQ_XA12 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  int  

YY_MQ_X1 歷年 1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2 歷年 2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3 歷年 3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4 歷年 4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5 歷年 5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6 歷年 6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7 歷年 7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8 歷年 8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9 歷年 9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10 歷年 10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11 歷年 11 月最大發生年  int  

YY_MQ_X12 歷年 12 月最大發生年  int  

MQ_N1 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2 歷年 2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3 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4 歷年 4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5 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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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MQ_N6 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7 歷年 7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8 歷年 8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9 歷年 9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10 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11 歷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_N12 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YY_MQ_N1 歷年 1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2 歷年 2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3 歷年 3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4 歷年 4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5 歷年 5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6 歷年 6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7 歷年 7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8 歷年 8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9 歷年 9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10 歷年 10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11 歷年 11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Y_MQ_N12 歷年 12 月最小發生年  int  

YQ_G 歷年平均水位  decimal(38,6)  

YQ_X 歷年最大年平均水位  decimal(38,6)  

YY_YQ_X 
歷年最大年平均水位發
生年 

 int  

YQ_N 歷年最小年平均水位  decimal(38,6)  

YY_YQ_N 
歷年最小年平均水位發
生年 

 int  

DQ_X 歷年最大日水位  decimal(8,2)  

DAT_DQ_X 
歷年最大日水位發生日
期 

 datetimetime  

DQ_N 歷年最小日水位  decimal(8,2)  

DAT_DQ_N 
歷年最小日水位發生日
期 

 datetimetime  

XQ_X 歷年最大瞬時水位  decimal(8,2)  

T_XQ_X 
歷年最大瞬時水位發生
年月日時分 

 datetimetime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RiverStageObservatoryPr

ofile 

ObservatoryIdentifier 站號 V string(10)  

ObservatoryName 中文站名  string(30)  

EnglishName 英文站名  string(40)  

LocationAddress 中文站址  string(255)  

EnglishAddress 英文站址  string(255)  

BasinIdentifier 流域編號  str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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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RiverName 河川中文名稱  string(20)  

EnglishRiverName 河川英文名稱  string(100)  

TownIdentifier 鄉鎮代碼  int  

Town 鄉鎮名稱  int  

WaterResourceDistrictIde

ntifier 
水資源分區編號  int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string(400)  

LocationBy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string(10)  

LocationBy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10)  

ElevationOfWaterLevelZe

roPo 數字 
水尺零點標高  string(10)  

Remarks 備註  datetimetime  

AlertLevel2 二級警戒水位高（m）  int  

AlertLevel1 一級警戒水位高（m）  string(50)  

AlertLevel3 三級警戒水位高（m）  int  

SetDate 設站日期  int  

EquipmentStatusOnCross

RiverStructures 
是否設置於跨河構造物  int  

CrossRiverStructuresNam

eOfEquipment 

設置之橋樑或構造物名
稱 

 int  

VerticalDatumSource 基準高程之引測來源  int  

FloodPreventionPurpose 防汛用途  int  

HydrologicalMonitoringP

urpose 
水文觀測用途  int  

EcologicalEnvironmentM

onitoring 
生態環境監測  string(6)  

ConstructionManagement 工程施工管理  string(6)  

HydroFacilityManagemen

t 
水利設施管理  decimal(18,3)  

OtherRequirement 特定計畫或特定需求  decimal  

AffiliatedBasin 測站所屬流域(主流)  string(5)  

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  int  

AffiliatedSubSubsidiaryB

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  

int  

WaterDrawStatus 測站上游是否有引水點  int  

DrainageStatus 測站上游是否有放水點  int  

RiverSectionDepositionA

ndErosionChange 
測站斷面沖淤變化  int  

StraightRiverStatus 是否位於平直河段  int  

TideStatus 是否感潮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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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edimentStatus 是否為高含砂量河段  int  

LightningStatus 測站是否易遭雷擊  int  

StealStatus 
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竊
盜 

 int  

BrittlenessStatus 是否易受天災破壞  int  

SubsidenceStatus 
是否位於容易地層下陷
地區 

 int  

ObervationItems 觀測項目  int  

WaterQualityItem 水質監測項目  int  

EquipmentStatus 設備型態  int  

TransmissionEquipment 是否有傳輸設備  int  

RealTimeDataDeliveryFre

quency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平時)  

int  

RealTimeDataDeliveryFre

quencyInFloodDefenceTi

me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 

 
int 

 

OnSiteDataCollection 
是否有人工現場收集資
料 

 int  

DataCollectionFrequecy 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日)  int  

DataSubmitted 
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
文組彙整 

 int  

NoPeriodicalDataSubmiss

ionReason 

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
組彙整原因 

 int  

WirelessTransmissionTyp

e 
無線傳輸方式  string(2)  

ObservationStatus 觀測現況  int  

NormalObservationType 正常觀測之性質  int  

ShortObservationType 短期觀測的原因  int  

ObservationReason 觀測原因  string(2)  

ObservatoryReplacement

Status 
是否有暫時取代之測站  int  

SolarStatus 測站有太陽能供電  int  

CityElectricitySupplyStat

us 
測站有市電供電  string(20)  

SolarWatt 太陽能板瓦數  int  

SunshineStatus 日照是否充足  int  

SunLightCoverageStatus 設站點陽光易受遮蔽  int  

SolarPotentialDemage 
設站地點太陽能板可能
易遭外力破壞 

 string(20)  

CarDriveDistanceInHours 所需車程(單程，小時)  str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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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DistanceInHours 
所需步行路程(單程，小
時) 

 string(30)  

Ma 數字 ainCycle 
現場巡邏或維護之頻率
(日) 

 string(40)  

時水位 WaterLevelHourly 

ID 站號 V string(10)  

Date 西元日期 V datetimetime(4)  

HQ0 0 時水位  decimal(5)  

HQ1 1 時水位  decimal(5)  

HQ2 2 時水位  decimal(5)  

HQ3 3 時水位  decimal(5)  

HQ4 4 時水位  decimal(5)  

HQ5 5 時水位  decimal(5)  

HQ6 6 時水位  decimal(5)  

HQ7 7 時水位  decimal(5)  

HQ8 8 時水位  decimal(5)  

HQ9 9 時水位  decimal(5)  

HQ10 10 時水位  decimal(5)  

HQ11 11 時水位  decimal(5)  

HQ12 12 時水位  decimal(5)  

HQ13 13 時水位  decimal(5)  

HQ14 14 時水位  decimal(5)  

HQ15 15 時水位  decimal(5)  

HQ16 16 時水位  decimal(5)  

HQ17 17 時水位  decimal(5)  

HQ18 18 時水位  decimal(5)  

HQ19 19 時水位  decimal(5)  

HQ20 20 時水位  decimal(5)  

HQ21 21 時水位  decimal(5)  

HQ22 22 時水位  decimal(5)  

HQ23 23 時水位  decimal(5)  

HQ24 24 時水位  decimal(5)  

PEAKTIME1 非整時發生時分 1  datetimetime(4)  

PEAK1 非整時水位 1  decimal(5)  

PEAKTIME2 非整時發生時分 2  datetimetime(4)  

PEAK2 非整時水位 2  decimal(5)  

PEAKTIME3 非整時發生時分 3  datetimetime(4)  

PEAK3 非整時水位 3  decimal(5)  

PEAKTIME4 非整時發生時分 4  datetimetime(4)  

PEAK4 非整時水位 4  decimal(5)  

PEAKTIME5 非整時發生時分 5  datetimetim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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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5 非整時水位 5  decimal(5)  

PEAKTIME6 非整時發生時分 6  datetimetime(4)  

PEAK6 非整時水位 6  decimal(5)  

PEAKTIME7 非整時發生時分 7  datetimetime(4)  

PEAK7 非整時水位 7  decimal(5)  

PEAKTIME8 非整時發生時分 8  decimal(5)  

PEAK8 非整時水位 8  decimal(5)  

PEAKTIME9 非整時發生時分 9  decimal(5)  

PEAK9 非整時水位 9  datetimetime(4)  

XQ_X 最大瞬時水位  datetimetime(4)  

T_XQ_X 最大瞬時水位發生時分  decimal(5)  

LEV 日水位  datetimetime(4)  

即時水位資料 RealtimeWaterLevel 

RecordTime 資料時間  datetimetime  

StationIdentifier 站號 V string(8)  

WaterLevel 水位  decimal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WaterLevelAlertedArea 

BasinID 流域編號  string(50)  

CountyID 縣市編號  string(max)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string(50)  

Date 警戒發布時間 V datetimetime  

ID 測站編號 V string(20)  

StationEnglishName 測站英文名  string(max)  

StationName 測站名稱  string(50)  

StreamLevel 河川水位  decimal(10,2)  

TopLine 堤頂高程  double  

TownID 鄉鎮市編號 V int  

WarningInformation 警戒資訊  string(4)  

WarningLineLevelOne 一級警戒水位  double  

WarningLineLevelTwo 二級警戒水位  double  

WarningLineThree 三級警戒水位  double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現
存站 

ExistedRiverStageObserv

atory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已
廢站 

AbolishedRiverStageObse

rvatory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警戒水位值 
EvaluatedAlertWaterLeve

l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  

RiverName 河川名  string  

ObservatoryName 水位站名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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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ObservatoryIdentifier 測站編號 V string  

AlertLevel1 一級警戒水位  string  

AlertLevel2 二級警戒水位  string  

AlertLevel3 三級警戒水位  string  

流量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日流量 WaterFlowDaily 

ID 站號 V string  

Year 西元年 V int  

MM 月份  int  

DQ1 1 日流量  decimal  

DQ2 2 日流量  decimal  

DQ3 3 日流量  decimal  

DQ4 4 日流量  decimal  

DQ5 5 日流量  decimal  

DQ6 6 日流量  decimal  

DQ7 7 日流量  decimal  

DQ8 8 日流量  decimal  

DQ9 9 日流量  decimal  

DQ10 10 日流量  decimal  

DQ11 11 日流量  decimal  

DQ12 12 日流量  decimal  

DQ13 13 日流量  decimal  

DQ14 14 日流量  decimal  

DQ15 15 日流量  decimal  

DQ16 16 日流量  decimal  

DQ17 17 日流量  decimal  

DQ18 18 日流量  decimal  

DQ19 19 日流量  decimal  

DQ20 20 日流量  decimal  

DQ21 21 日流量  decimal  

DQ22 22 日流量  decimal  

DQ23 23 日流量  decimal  

DQ24 24 日流量  decimal  

DQ25 25 日流量  decimal  

DQ26 26 日流量  decimal  

DQ27 27 日流量  decimal  

DQ28 28 日流量  decimal  

DQ29 29 日流量  decimal  

DQ30 30 日流量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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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31 31 日流量  decimal  

TQ1S 上旬合計流量  decimal  

ED_TQ1 上旬有效天數  int  

TQ1 上旬平均流量  decimal  

TQ2S 中旬合計流量  decimal  

ED_TQ2 中旬有效天數  int  

TQ2 中旬平均流量  decimal  

TQ3S 下旬合計流量  decimal  

ED_TQ3 下旬有效天數  int  

TQ3 下旬平均流量  decimal  

MQS 月逕流量（月合計流量）  decimal  

MQ 月平均流量  decimal  

DQ_MX 月最大日流量  decimal  

DD_DQ_MX 月最大日流量發生日  datetimetime  

DQ_MN 月最小日流量  decimal  

DD_DQ_MN 月最小日流量發生日  datetimetime  

日流量年度統計 WaterFlowYearlyStatistic 

ID 站號 V string(10)  

Year 西元年  int  

YQ 年平均流量  decimal(38,6)  

EFF_DAY 有效天數(統計天數)  int  

EFF_MONTH 有效月份(統計月份)  int  

DQ_YX 最大日流量(最大日平均)  decimal(8,2)  

MMDD_DQ_YX 最大日流量發生月  datetimetime  

DQ_YN 最小日流量  decimal(8,2)  

MMDD_DQ_YN 最小日流量發生月  datetimetime  

XQ_YX 最大瞬時流量  decimal(8,2)  

T_XQ_YX 
最大瞬時流量發生月日
時分 

 datetimetime  

日流量歷年統計 
WaterFlowHistoricalStatis

tic 

ID 站號 V string(10)  

Year 西元年 V int  

MQ1 歷年 1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2 歷年 2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3 歷年 3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4 歷年 4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5 歷年 5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6 歷年 6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7 歷年 7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8 歷年 8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9 歷年 9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10 歷年 10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256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MQ11 歷年 11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12 歷年 12 月月平均  decimal(38,6)  

MQ1_X 歷年 1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2_X 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3_X 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4_X 歷年 4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5_X 歷年 5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6_X 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7_X 歷年 7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8_X 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9_X 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10_X 歷年 10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11_X 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MQ12_X 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  decimal(8,2)  

YY_MQ1_X 
歷年 1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2_X 
歷年 2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3_X 
歷年 3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4_X 
歷年 4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5_X 
歷年 5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6_X 
歷年 6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7_X 
歷年 7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8_X 
歷年 8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9_X 
歷年 9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10_X 
歷年 10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11_X 
歷年 11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12_X 
歷年 12 月最大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MQ1_N 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2_N 歷年 2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3_N 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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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4_N 歷年 4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5_N 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6_N 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7_N 歷年 7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8_N 歷年 8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9_N 歷年 9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10_N 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  int  

MQ11_N 歷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  decimal(8,2)  

MQ12_N 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  int  

YY_MQ1_N 
歷年 1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2_N 
歷年 2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3_N 
歷年 3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4_N 
歷年 4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5_N 
歷年 5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6_N 
歷年 6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7_N 
歷年 7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8_N 
歷年 8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9_N 
歷年 9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10_N 
歷年 10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YY_MQ11_N 
歷年 11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decimal(8,2)  

YY_MQ12_N 
歷年 12 月最小月平均發
生年 

 int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RiverRealtimeSurfaceFlo

wVelocityData 

Identifier 站碼 V string  

DateTime 時間 V string  

CurrentMeterCount 流速計個數  string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1 
流速計 1 之流速  

string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2 
流速計 2 之流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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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3 
流速計 3 之流速  

string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4 
流速計 4 之流速  

string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5 
流速計 5 之流速  

string 
 

SurfaceVelocityOfCurrent

MeterNumber6 
流速計 6 之流速  

string 
 

實測流量含砂量 SandContent 

AdDate 施測西元日期  string(8)  

AdjRate 校正比  decimal(9)  

AnaPoint 顆粒分析點  string(1)  

Appastyle 儀器型式  string(2)  

CrossWidth 水面寬  decimal(9)  

Date 觀測日期 V datetimetime(4)  

Dischage 流量  decimal(9)  

Efficiency 儀器效率  decimal(9)  

ID 站號 V string(10)  

LevelAvg 水位  decimal(9)  

LevelRate 校正後水位  decimal(9)  

LevelVar 水位變化  decimal(9)  

Name 觀測人員  string(10)  

Ppm 含沙量  decimal(9)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Sampway 取樣方式  string(2)  

SectionArea 斷面面積  decimal(9)  

SectionNum 測點個數  decimal(9)  

SpeedAvg 流速  decimal(9)  

SurveyTime 施測時間  string(4)  

SurveyWay 施測方式  string(2)  

SuspLoad 輸沙量  decimal(9)  

Time 觀測時間 V string(4)  

時流量 WaterFlowHourly 

ID 站號 V string(10)   

Date 西元日期 V datetimetime(4)   

HQ0 0 時流量   decimal(5)   

HQ1 1 時流量   decimal(5)   

HQ2 2 時流量   decimal(5)   

HQ3 3 時流量   decimal(5)   

HQ4 4 時流量   decimal(5)   

HQ5 5 時流量   decimal(5)   

HQ6 6 時流量   decim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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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7 7 時流量   decimal(5)   

HQ8 8 時流量   decimal(5)   

HQ9 9 時流量   decimal(5)   

HQ10 10 時流量   decimal(5)   

HQ11 11 時流量   decimal(5)   

HQ12 12 時流量   decimal(5)   

HQ13 13 時流量   decimal(5)   

HQ14 14 時流量   decimal(5)   

HQ15 15 時流量   decimal(5)   

HQ16 16 時流量   decimal(5)   

HQ17 17 時流量   decimal(5)   

HQ18 18 時流量   decimal(5)   

HQ19 19 時流量   decimal(5)   

HQ20 20 時流量   decimal(5)   

HQ21 21 時流量   decimal(5)   

HQ22 22 時流量   decimal(5)   

HQ23 23 時流量   decimal(5)   

HQ24 24 時流量   decimal(5)   

PEAKTIME1 非整時發生時間 1   datetimetime(4)   

PEAK1 非整時流量 1   decimal(5)   

PEAKTIME2 非整時發生時間 2   datetimetime(4)   

PEAK2 非整時流量 2   decimal(5)   

PEAKTIME3 非整時發生時間 3   datetimetime(4)   

PEAK3 非整時流量 3   decimal(5)   

XQ_X 最大瞬時流量   decimal(5)   

T_XQ_X 最大瞬時流量發生時分   datetimetime(4)   

DQV 日流量   decimal(5)   

河川流量測站站況 
RiverFlowObservatoryPro

file 

ObservatoryIdentifier 站號 V string(10)   

ObservatoryName 中文站名   string(30)   

EnglishName 英文站名   string(40)   

LocationAddress 中文站址   string(255)   

EnglishAddress 英文站址   string(255)   

BasinIdentifier 流域編號   string(10)   

RiverName 河川中文名稱   string(20)   

EnglishgRiverName 河川英文名稱   string(100)   

TownName 鄉鎮名稱   int   

WaterResourceDistrictIde

ntifier 
水資源分區編號   

int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string(10)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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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LocationBy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By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4)   

DrainageArea 集水面積   string(2)   

ElevationOfWaterLevelZe

roPo 數字 
水尺零點標高   

string(400) 
  

ObservationMethod 觀測方式   int   

UpStreamReservoirStatus 上游引蓄水   int   

Remarks 備註   int   

AlertLevel2 二級警戒水位高（m）   datetimetime   

AlertLevel1 一級警戒水位高（m）   string   

AlertLevel3 三級警戒水位高（m）   int   

SetDate 設站日期   int   

EquipmentStatusOnCross

RiverStructures 
是否設置於跨河構造物   

int 
  

CrossRiverStructuresNam

eOfEquipment 

設置之橋樑或構造物名
稱 

  
int 

  

VerticalDatumSource 基準高程之引測來源   int   

FloodPreventionPurpose 防汛用途   int   

HydrologicalMonitoringP

urpose 
水文觀測用途   

int 
  

EcologicalEnvironmentM

onitoring 
生態環境監測   

int 
  

ConstructionManagement 工程施工管理   string(6)   

HydroFacilityManagemen

t 
水利設施管理   

decimal 
  

OtherRequirement 特定計畫或特定需求   decimal   

AffiliatedBasin 測站所屬流域(主流)   int   

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   int   

AffiliatedSubSubsidiaryB

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   

int 
  

WaterDrawStatus 測站上游是否有引水點   int   

DrainageStatus 測站上游是否有放水點   int   

RiverSectionDepositionA

ndErosionChange 
測站斷面沖淤變化   

int 
  

StraightRiverStatus 是否位於平直河段   int   

TideStatus 是否感潮   int   

HighSedimentStatus 是否為高含砂量河段   int   

LightningStatus 測站是否易遭雷擊   int   

StealStatus 
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竊
盜 

  
int 

  

BrittlenessStatus 是否易受天災破壞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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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SubsidenceStatus 
是否位於容易地層下陷
地區 

  
int 

  

ObervationItems 觀測項目   int   

EquipmentStatus 設備型態   int   

TransmissionEquipment 是否有傳輸設備   int   

RealTimeDataDeliveryFre

quency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平時)   

int 
  

RealTimeDataDeliveryFre

quencyInFloodDefenceTi

me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 

  

int 

  

OnSiteDataCollection 
是否有人工現場收集資
料 

  
int 

  

DataCollectionFrequecy 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日)   int   

DataSubmitted 
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
文組彙整 

  
int 

  

NoPeriodicalDataSubmiss

ionReason 

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
組彙整原因 

  
int 

  

ObservationStatus 觀測現況   string(2)   

NormalObservationType 正常觀測之性質   int   

ShortObservationType 短期觀測的原因   int   

ObservationReason 觀測原因   int   

ObservatoryReplacement

Status 
是否有暫時取代之測站   

string 
  

SolarStatus 測站有太陽能供電   string   

CityElectricitySupplyStat

us 
測站有市電供電   

int 
  

SunshineStatus 日照是否充足   int   

SunLightCoverageStatus 設站點陽光易受遮蔽   int   

SolarPotentialDemage 
設站地點太陽能板可能
易遭外力破壞 

  
int 

  

CarDriveDistanceInHours 所需車程(單程，小時)   int   

WalkDistanceInHours 
所需步行路程(單程，小
時) 

  
string(20) 

  

MaintainCycle 
現場巡邏或維護之頻率
(日) 

  
string(10) 

  

無因次單位歷線 
DimensionlessUnitHydro

graph 

Index 單位歷線索引  string(50)  

StationIdentifier 站號  string(50)  

AnalysisYear 資料分析年  int  

Xaxis X 軸(T/Ts*100)  double  

Yaxis Y 軸(Q*Ts/DCMS)  double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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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現
存站 

ExistedRiverFlowObserva

toryLocation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已
廢站 

AbolishedRiverFlowObse

rvatory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河川管理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河川斷面樁資料 RiverCrossPile 

ID 河川斷面樁號 V string(15)   

Rvesc_ID 河川斷面編號   string(16)   

RiverID 河川代碼   string(9)   

OrgID 管理機關編號   int   

Bank 岸別   string   

Stone 標石   string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decimal(10,3)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decimal(10,3)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7,3)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6)   

Elevation 斷面樁高程(97)   string(15)   

ConsYear 埋設年份   string(16)  

河川代碼 RiverCode 

BasinIdentifier 主流代碼 V string(6)  

EnglishBasinName 主流英文名稱  string(30)  

BasinName 主流名稱  string(30)  

Remarks 備註  string(255)  

SubsidiaryBasinIdentifier 支流代碼 V string(6)  

EnglishSubsidiaryBasinN

ame 
支流英文名稱  

string(30) 
 

SubsidiaryBasinName 支流名稱  string(30)  

SubSubsidiaryBasinIdenti

fier 
次支流代碼 V 

string(6) 
 

EnglishSubSubsidiaryBasi

nName 
次支流英文名稱  

string(30) 
 

SubSubsidiaryBasinName 次支流名稱  string(30)  

SubSubSubsidiaryBasinId

entifier 
次次支流代碼 V 

string(6) 
 

EnglishSubSubSubsidiary

BasinName 
次次支流英文名稱  

string(30) 
 

SubSubSubsidiaryBasinN 次次支流名稱  string(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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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ame 

GovernmentUnitIdentifier 所屬河川局代碼 V int  

疏濬點位資料 DredgingData 

EndDate 結束日期  datetimetime  

ExecuteQuantity 執行量  double  

WGS84Location(Longitu

de) 
X 座標  

double 
 

WGS84Location(Latitude

) 
Y 座標  

double 
 

PlanQuantity 規劃量  double  

Identifier 識別碼 V int  

PlanName 計畫名稱  string(100)  

River 河川別  string(50)  

StatisticDate 統計時間  datetimetime  

StartDate 開始日期  datetimetime  

Status 執行情形  string(30)  

Unit 單位  string(50)  

WaterSystem 水系  string(50)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
統計 

AdmissionCase 

AllowDate 核準日期  string(10)  

CadastreIdentifier 母號  string(6)  

CadastreSubIdentifier 子號  string(6)  

ApplicationType 申請案件類別  string(1)  

ApplicationCaseType 申請種類  string(2)  

CountyIdentifier 縣市代碼  int(4)  

Identifier 土地資料編號 V int  

LandFirst 地先  string(1)  

LandLevel 等則  int(4)  

LandType 土地種類  

int(4) 1.公地 

2.私地 

3.原住民保留地 

OwnerShip 私地所有權人  string(1)  

RiverCode 河川代碼  int(6)  

SectionIdentifier 段號代碼  string(10)  

Status 狀態(新申請)  

 0.新申請 

1.使用中 

2.展期中(1) 

3.展期中(2) 

4.駁回 

5.期滿 

6.廢止 

7.放棄 

8.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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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9.結案 

10.展期退件 

11.已刪除 

TownIdentifier 鄉鎮代碼  int(4)  

UnitIdentifier 河川局代碼  int  

LicenseNumber 許可書證號  string(20)  

LandKind 地目  string(4)  

GrowType 種植類別  string(50)  

Address 戶籍住址  string(80)  

ContactAddress 通訊地址  string(80)  

ApplicantIdentifier 申請人 ID  string(20)  

Area 面積  decimal  

CaseIdentifier 案件編號  string(10)  

CaseType 案件類別  string(100)  

OfficialDocumentNumber 收文文號  string(11)  

OfficialDocumentDate 收文日期  string(10)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string(8)  

DepositIdentifier 保證金退費單號  string(20)  

DepositInDate 保證金入帳日期  string(10)  

DepositAmount 保證金金額  decimal  

DepositNumber 保證金核銷號碼  string(20)  

DepositOutDate 保證金退費日期  string(10)  

DepositOutMoney 保證金退費金額  decimal  

GiveUpDate 使用結算日  string(10)  

GiveUpReason 放棄使用原因  string(100)  

LicenseIdentifier 許可書證費退費單號  string(20)  

LicenseInDate 許可書證費入帳日期  string(10)  

LicenseAmount 許可書證費金額  decimal  

LicenseOutDate 許可書證費退費日期  string(10)  

LicenseOutMoney 許可書證費退費金額  decimal  

LandKindName 地目名稱  string(4)  

LayerNumber 圖號  string(20)  

Remarks 備註  string(1000)  

TenantUnitNumber 戶號  string(20)  

ApplicantName 申請人名稱  string(50)  

RiverName 河川名稱  string(50)  

SectionName 段號名稱  string(23)  

StatusName 土地狀態名稱  string(100)  

TelephoneNumber 電話  string(20)  

TownName 鄉鎮名稱  str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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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UnitName 河川局名稱  string(20)  

UseStartDate 使用期限(起)  string(10)  

UseEndDate 使用期限(迄)  string(10)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WaterResourcesAgencyR

ealtimeImageCapturedFor

DisasterPrevention 

Coordinate 坐標系統  string(20)  

CCDSetCounty 
監測點所在縣市(行政區
位置) 

 
string(50) 

 

CCDIdentifier CCD 編號 V int  

ImageURL 影像圖片網址  string(256)  

LocationByTWD97 坐標點位   X 坐標、Y 坐標 

Parameter input 參數  string(256)  

BasinIdentifier 所屬流域  string(50)  

StationName 站名  string(50)  

Status 監測點狀態  string(50)  

ImageType 影像圖片格式  string(10)  

河川支流 RiverSubsidiaryBasin 

--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 -- -- 

一般電子檔案 -- 河川名稱 -- -- 

-- 發源地 -- -- 

河川河道 RiverCourseBasin 

--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 -- -- 

一般電子檔案 

-- 河川名稱 -- -- 

-- 河川類別 -- -- 

-- 河川代碼 -- -- 

-- 發源地 -- --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Image 

Address 監測點地址  String(50)  

Basin 所屬流域  String(10)  

Brand 編碼器廠牌  String(50)  

CCDID CCD 編號  String(5)  

Coordinate 坐標系統  String(10)  

County 監測點所在縣市(行政區

位置) 

 String(10) 
 

DataAquire 資料取得  String(100)  

HorizontalAngle 水平視角  Decimal  

ID ID  Int  

ImageType 資料傳輸方式  String(10)  

Input input 參數  String(50)  

Location_TWD97 X 坐標  Geometry  

Organization 提供機關  String(20)  

Output output 參數  String(50)  

River 所屬河川  String(10)  

StationDescription 監測點文字描述  Strin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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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StationName 站名  String(50)  

Status 監測點狀態  String(10)  

Town 監測點所在鄉鎮  String(10)  

Unit 提供單位  String(20)  

VerticalAngle 垂直視角  Decimal  

河川土地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 

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事業歷史用地取得
作業執行情形 

HistoricalLandRetrieving

Record 

ID 工程名稱(工程編號) V string(100)  

LandJobExp 已執行預算  double  

ActTsch7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string(50)  

ActTsch9 內政部核准徵收  string(50)  

LandPublicArea 用地面積(公頃)  double  

AddClass 用地取得方式  string(50)  

Unitid 河川局  string(50)  

Year 年度  int  

水利署轄管河川綠美化
場地可開放認養維護管
理案件表 

WaterResourcesAgencyRi

verGreenificationAdoptab

leCases 

AreaInHectare 面積   單位：公頃 

ExecutiveOrganization 執行機關    

Item 項次 V   

Location 地點 V   

Maintainer 認養維護單位    

Name 名稱 V   

Remarks 備註    

水利署轄管河川或排水
綠美化場地已認養維護
管理案件表 

WaterResourcesAgencyRi

verOrDrainageGreenificat

ionAdoptedCases 

AreaInHectare 面積   單位：公頃 

ExecutiveOrganization 執行機關    

Item 項次 V   

Location 地點 V   

Maintainer 認養維護單位    

Name 名稱 V   

Remarks 備註    

地下水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地下水日水位 GWLevelDaily ID 井號 V string(8)   

Year 年 V string(6)   

MM 月 V string(4)   

DL1 1 日水位   decima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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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L2 2 日水位   decimal(10)   

DL3 3 日水位   decimal(10)   

DL4 4 日水位   decimal(10)   

DL5 5 日水位   decimal(10)   

DL6 6 日水位   decimal(10)   

DL7 7 日水位   decimal(10)   

DL8 8 日水位   decimal(10)   

DL9 9 日水位   decimal(10)   

DL10 10 日水位   decimal(10)   

DL11 11 日水位   decimal(10)   

DL12 12 日水位   decimal(10)   

DL13 13 日水位   decimal(10)   

DL14 14 日水位   decimal(10)   

DL15 15 日水位   decimal(10)   

DL16 16 日水位   decimal(10)   

DL17 17 日水位   decimal(10)   

DL18 18 日水位   decimal(10)   

DL19 19 日水位   decimal(10)   

DL20 20 日水位   decimal(10)   

DL21 21 日水位   decimal(10)   

DL22 22 日水位   decimal(10)   

DL23 23 日水位   decimal(10)   

DL24 24 日水位   decimal(10)   

DL25 25 日水位   decimal(10)   

DL26 26 日水位   decimal(10)   

DL27 27 日水位   decimal(10)   

DL28 28 日水位   decimal(10)   

DL29 29 日水位   decimal(10)   

DL30 30 日水位   decimal(10)   

DL31 31 日水位   decimal(10)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AnnualStatisticsOfGrou

ndwaterLevel 

WellIdentifier 井號 V string(8)   

Year 西元年 V int   

AnnualAverageWaterLe

vel 

年平均水位   decimal   

AnnualMaximumDaily

WaterLevel 

年最高日水位   decimal   

AnnualOccurredDateOf

MaximumDailyWaterLe

vel 

年最高日水位發生日   stri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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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AnnualMinimumDaily

WaterLevel 

年最低日水位   decimal   

AnnualOccurredDateOf

MinimumDailyWaterLe

vel 

年最低日水位發生日   string(4)   

AnnualMaximumMome

ntWaterLevel 

瞬間最高水位   decimal   

AnnualOccurredTimeOf

MaximumMomentWate

rLevel 

瞬間最高水位發生日
時 

  string(6)   

AnnualMinimumMome

ntWaterLevel 

瞬間最低水位   decimal   

AnnualOccurredTimeOf

MinimumMomentWater

Level 

瞬間最低水位發生日
時 

  string(6)   

地下水水位觀測井井
況 

GroundwaterWell WellIdentifier 井號 V string(8)   

WellName 井名稱   string(20)   

LocationAddress 站址   string(50)   

GroundwaterZoneIdenti

fier 

地下水分區代碼   string(3)   

GroundwaterZone 地下水分區名稱   string(20)  

OrganizationIdentifier 管理單位代碼   int   

CountyIdentifier 縣市代碼   int(4)   

TownIdentifier 鄉鎮代碼   int(4)   

County 縣市名稱   string(10)   

Town 鄉鎮名稱   string(10)   

WaterResourceDistrictI

dentifier 

水資源分區名稱   string(10)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int(4)   

LocationByTWD67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WellType 井別   int(4)   

PipeMaterial 井管材質   decimal(5) 1 為不鏽鋼管 

2 為 PVC4 

3 為鍍鋅鋼管 

4 為鋼管 

5 為鐵管 

6 為塑膠管 

7 為黑鐵管 

WellNumber 孔數   decimal(5)  

Depth 井深   decima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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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WellRadius 井徑   decimal(5)  

WellElevation 目前井頂高   decimal(5)  

FinishDepth 完鑿深度   decimal(5)  

GroundHeight 距地面高   decimal(5)  

BaseElevation 基準高   string(8)  

WaterLevel 水位高   string(8)  

FinishDate 完鑿日期   string(8)  

EstablishDate 設站日期   
 

 

ObservationStartDate 水位開始觀測日期   int(4)  

LayerAttribute 含水層屬性   string(8) C 為受壓 

L 為漏壓 

U 為自由 

LayerCode 地下水分層代碼   
 

  

DisuseDate 廢站日期   string(8)   

UpdateType 異動別   string(100) 1 為設站 

2 為遷站 

3 為撤站 

4 為站況異動 

5 為其他異動 

6 為復站 

UpdateDate 異動日期   double(8)   

Remarks 備註   string(8)   

地下水時水位 GWLevelHourly ID 井號 V string(8)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HL1 1 點水位   decimal(10)   

HL2 2 點水位   decimal(10)   

HL3 3 點水位   decimal(10)   

HL4 4 點水位   decimal(10)   

HL5 5 點水位   decimal(10)   

HL6 6 點水位   decimal(10)   

HL7 7 點水位   decimal(10)   

HL8 8 點水位   decimal(10)   

HL9 9 點水位   decimal(10)   

HL10 10 點水位   decimal(10)   

HL11 11 點水位   decimal(10)   

HL12 12 點水位   decimal(10)   

HL13 13 點水位   decimal(10)   

HL14 14 點水位   decimal(10)   

HL15 15 點水位   decimal(10)   

HL16 16 點水位   decima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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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HL17 17 點水位   decimal(10)   

HL18 18 點水位   decimal(10)   

HL19 19 點水位   decimal(10)   

HL20 20 點水位   decimal(10)   

HL21 21 點水位   decimal(10)   

HL22 22 點水位   decimal(10)   

HL23 23 點水位   decimal(10)   

HL24 24 點水位   decimal(10)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HistoricalStatisticsOfGr

oundwaterLevel 
LowestAnnualDailyAve

rageWaterLevelMark 

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
標示 

 string(1)  

Identifier 井號 V string(8)  

AnnualAverageDailyW

aterLevel 

歷年年平均日水位  decimal  

YearsOfObservation 觀測年數  int  

LowestAnnualMoment

WaterLevel 

歷年最低瞬時水位  decimal  

YearsOfCompleteObser

vation 

該井完整觀測年數  int  

OccurredTimeOfLowest

AnnualMomentWaterLe

vel 

歷年最低瞬時水位發
生日時 

 string(10)  

HighestAnnualMoment

WaterLevel 

歷年最高瞬時水位  decimal  

HighestAnnualAverage

DailyWaterLevel 

歷年最高年平均日水
位 

 decimal  

AnnualAverageDailyW

aterLevelMark 

歷年年平均日水位標
示 

 string(1)  

HighestAnnualAverage

DailyWaterLevelMark 

歷年最高年平均日水
位標示 

 string(1)  

OccurredYearOfHighest

AnnualAverageDailyW

aterLevel 

歷年最高年平均日水
位發生年 

 int  

HighestAnnualDailyAv

erageWaterLevel 

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  decimal  

LowestAnnualAverage

DailyWaterLevel 

歷年最低年平均日水
位 

 decimal  

OccurredDateOfHighest

AnnualDailyAverageW

aterLevel 

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
發生日期 

 strin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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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OccurredTimeOfHighes

tAnnualMomentWaterL

evel 

歷年最高瞬時水位發
生日時 

 string(10)  

LowestAnnualAverage

DailyWaterLevelMark 

歷年最低年平均日水
位標示 

 string(1)  

OccurredYearOfLowest

AnnualAverageDailyW

aterLevel 

歷年最低年平均日水
位發生年 

 int  

Year 西元年  int(4)  

LowestAnnualDailyAve

rageWaterLevel 

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  decimal  

OccurredDateOfLowest

AnnualDailyAverageW

aterLevel 

歷年最低日平均水位
發生日期 

 string(8)  

HighestAnnualDailyAv

erageWaterLevelMark 

歷年最高日平均水位
標示 

 string(1)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_

現存 

ExistedGroundwaterWe

llLocation 

-- 站號 -- -- 一般電子檔案 

-- 名稱   

-- 類型   

-- X 坐標   

-- Y 坐標   

鑿井記錄 NewWellRecord BuildUnit 監造單位  string(20)  

Depth 井深  decimal(13)  

EntryUnit 承辦單位  string(20)  

FinalDate 完鑿日期  string(8)  

ID 井號 V string(8)  

Material 井管材料  string(2)  

Radius 井管口徑  decimal(7)  

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站
況基本資料 

GroundwaterQualityStat

ion 

Address 井站地址  string(50)  

ApproveDate 核准公函日期  datetimetime  

ApproveName 核准公函檔名  string(100)  

Aquifer 含水層位置(m)  string(200)  

BaseElevation 基準高  decimal(13)  

BasinID 附近雨量站流域編號  string(3)  

BolishDate 廢井日期  string(8)  

BottomholeImage 井底影像檔案  string(50)  

Build 監造單位  string(20)  

Con 導水係數(T)  decimal(9,6)  

CountyID 縣市代碼（RITI）  in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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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epth 井深  decimal(13)  

Elevation 井頂高  decimal(13)  

EstablishDate 設置日期  string(8)  

ExeYear 執行年度  int(2)  

FileData 核准公函檔案  base64Binary  

FileName 核准公函檔案名稱  string(50)  

FileSize 核准公函檔案大小  int  

FileUpLoadDate 核准公函檔案上傳日
期 

 datetimetime  

FileUpLoadEmpID 核准公函檔案上傳人
員 ID 

 int  

FinishDate 完鑿日期  string(8)  

FinishDepth 完鑿深度  decimal(13)  

GWZone 地下水分區名稱  string(20)  

GWZoneID 地下水分區代碼（3 碼）  string(3)  

Height 距地面高  decimal(13)  

HistogramNum 柱狀圖檔案  int  

ID 監測井編號 V string(8)  

Layer 監測地下水層  string(3)  

LayerProperty 含水層屬性  string(1)  

Level 水位高  decimal(13)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double(8)  

Material 井管材質  string(2)  

Oeie 出水量  decimal(9,6)  

OrganizationID 管理單位  INT  

PumpLevel 抽水量(cmh)  decimal(9,6)  

Radius 井管直徑  decimal(7)  

RainfallStationID 附近雨量站編號  string(4)  

Remarks 備註  string(1)  

StartDate 水位開始觀測日期  string(1)  

StaticLevel 靜水位(m)  string(20)  

Status 井況  int(4)  

Supervise 承辦單位  string(8)  

TownUD 鄉鎮代碼（RITI）  string(10)  

Trans 透水係數  string(20)  

UpdateDate 異動日期  string(8)  

UpdateType 異動別  string(2)  

WaterDistrict 水資源分區  decimal(9,6)  

WellName 井站名稱  strin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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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WellNumber 井管孔數  int(4)  

WellType 井別  decimal(9,6)  

地下水水質 GroundwaterQuality Ag 銀  double mg/l 

ARS 砷  double mg/L 

BioOxygenDemand 生化需氧量  double mg/l 

CA 鈣  double mg/L 

Carbonate 碳酸根  double 

CD 鎘  double mg/L 

ChemistryOxygenDema

nd 
化學需氧量  double mg/l 

CL 氯  double mg/L 

CR 鉻  double mg/l 

CU 銅  double mg/l 

ECOLI 大腸菌  double 個/100ml 

ElectricConductivity 電導率  double 

ExamineDate 檢測日期  datetimetime 

FE 鐵  double mg/L 

HCO3 重碳酸根  double mg/L 

Hg 汞  double μg/l 

K 鉀  double mg/L 

MG 鎂  double mg/L 

MN 錳  double mg/L 

NA 鈉  double mg/L 

NH3_N 氨_氮  double mg/L 

NO2_N 亞硝酸_氮  double mg/L 

NO3_N 硝酸_氮  double mg/L 

OrganicN 有機氮  double 

OrganizationID 地下水井站號 V string 

Oxidation-

ReductionPotentialofWa

ter 

氧化還原潛能  double 

Pb 鉛  double mg/l 

pH 酸鹼度  double 

RedoxPotential 氧化還原電位  double mv 

SampleDate 取樣日期 V datetimetime 

SO4 硫酸根  double mg/L 

Sulfide 硫化物  double mg/l 

Temp 水溫  double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274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
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TH 硬度  double mg/L 

TotalAlkalinity 總鹼度  double mg/l 

TotalOrganicC 總有機碳  double 

TotalSuspendedSolids 總懸浮固體  double ntu 

TS 總溶解固體  double 

Turbidity 濁度  double 

ZN 鋅  double mg/l 

地層下陷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 LandSubsidenceWell 

County 縣市名稱  string(6)  

EstablishDate 設置日期  datetimetime  

ID 井號 V string(10)  

Latitute 北緯-度  decimal(9,7)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int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int  

Lontitute 東經-度  decimal(10,7)  

StationID 站號  int  

TotalAmount 磁環總數  int  

Town 鄉鎮名稱  string(6)  

WellDepth 井深  int m 

WellName 井名  string(14)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
站基本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C

ontinuousLandSubsidence

GPSStationProfile 

LocationByTWD67 坐標 TWD67  decimal  

LocationByWGS84 經緯度  decimal  

LocationByTWD97 坐標 TWD97  decimal  

StationName GPS 固定站名稱  string(10)  

StationIdentifier GPS 固定站代號 V 
string(7) 以測站中文名稱之英文

簡碼命名為代碼 

Status 使用狀況  
string(3) T(Ture) 表示使用中，

F(False)表示廢站 

ManagementUnit 管理單位  string(10)  

EstablishedTime 建站時間  datetimetime  

Address 地址  string(100)  

EstablishedUnit 設站單位  string(10)  

GroundwaterZoneIdentifi

er 
地下水分區代碼  

string(10) 
 

CountyIdentifier 縣市代碼  string(10)  

TownIdentifier 行政區代碼  string(10)  

MonitoringFrequency 監測頻率  str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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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isuseDate 廢除時間  datetimetime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
站監測資訊 

WaterResourcesAgencyC

ontinuousLandSubsidence

GPSStationSubsidenceOb

servationData 

StationIdentifier GPS 固定站代碼 V 
string(10) 以測站中文名稱之英文

簡碼命名為代碼 

ObservationtTime 觀測時間  datetimetime  

Height 高程  decimal 單位為公尺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
監測井基本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C

ontinuousLandSubsidence

MagneticRingStationProfi

le 

AdministrativeOrganizati

on 

管理單位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GroundWaterZoneCode 地下水分區代碼    

GroundWaterZoneName 地下水分區名稱    

LandSubsidenceMonitorin

gWellIdentifier 

地層下陷監測井代碼 
 

 
 

LandSubsidenceMonitorin

gWellName 

地層下陷監測井名稱 
 

 
 

LocationByTWD67 TWD67 坐標    

LocationByTWD97 TWD97 坐標    

LocationByWGS84 經緯度    

SetTime 建置時間    

Stutas 使用狀況    

TownName 行政區名稱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
層監測井監測資訊 

WaterResourcesAgencyC

ontinuousLandSubsidence

MagneticRingStationSubs

idenceObservationData 

LandSubsidenceMonitorin

gWellIdentifier 

地層下陷監測井代碼 
 

 
 

MagneticRingNumber 磁環編號    

ObservationtTime 觀測時間    

StratumCompressionValu

e 

地層壓縮量 
 

 
 

水資源相關單位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RiverManagementOfficeJ

urisdiction 

--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 -- -- 

一般電子檔案 -- 河川局編號 -- -- 

-- 河川局名稱 -- --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
圖 

WaterResourcesAgencyA

ndSubUnitLocation 

-- 名稱 -- -- 

一般電子檔案 
-- 地址 -- -- 

-- X 坐標 -- -- 

-- Y 坐標 -- --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 
WaterResourcesOfficeJuri

sdiction 

-- 資料欄位流水號編碼 -- -- 

一般電子檔案 
-- 編碼 -- -- 

-- 資源局名稱 -- -- 

-- 轄區面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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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 轄區周長 -- -- 

水源特定區圖 WaterSourcesDistrict 

-- 名稱 -- -- 

一般電子檔案 -- 範圍 -- -- 

-- 編號 -- -- 

水資源分區圖 WaterResourcesZoning 

-- 區域範圍 -- -- 

一般電子檔案 
-- 水資源分區編號 -- -- 

-- 水資源分區名稱 -- -- 

-- 編號 -- -- 

淹水災情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淹水潛勢圖 
InundationProbabilityMap

s 

-- 淹水範圍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深度 -- -- 

-- 圖例及製作說明 -- -- 

歷史淹水資料 HistoricalFloodingArea 

-- 事件日期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事件名稱  -- 

-- 災害縣市 -- -- 

-- 淹水點編號 -- --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

nImage 

CreateDat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FacilityDisasterID 設施災情編號  int  

ID 編號 V string  

ImageUrl 縮圖路徑  string(200)  

ModifyDate 修改時間  datetimetime  

PictureName 圖片名稱  string(50)  

URL 路徑  string(200)  

設施水利災情 
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

n 

ID 設施災情編號 V int   

Type 設施種類   int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ouble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datetimetime   

Date 發生日時   int   

CountyID 縣市代碼   int   

TownID 災情地點   int   

RepairFunding 預估搶修金額   int   

RehabilitationFunding 預估修復金額   string(2000)   

Description 災情說明   string(2000)   

Condition 處理情形   int   

Status 處理狀態   datetimetime   

CreateDat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ModifyDate 修改時間   int   

UploadStatus 是否上傳水利署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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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PublishStatus 是否對外發佈   string(50)   

REMARKS 災情聯絡電話   int   

環境敏感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高屏溪水系隘寮支流武
洛區域範圍圖 

RiverAreaMapOfWuluoR

iver 
-- -- -- -- 一般電子檔案 

高屏溪水系荖濃支流濁
口區域範圍圖 

RiverAreaMapOfZhuokou

River 
-- -- -- -- 一般電子檔案 

高屏溪水系荖濃支流隘
寮區域範圍圖 

RiverAreaMapOfAiliaoRi

ver 
-- -- -- -- 一般電子檔案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資
料 

WaterQualityandQuantity

ProtectionAreaProfile 

Conservation 保護區名稱 V string  

BulletDate 公告日期 V datetime  

BulletDocNo 公告文號 V decimal  

BulletArea 公告面積 V decimal  

InsideScope 涵蓋範圍 V string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
與執行成果 

CompensationImpose 

Year 統計年度 V int  

Conservationsort 保護區排序 V int  

Conservation 保護區名稱  string(40)  

Organization 小組行政機關  string(255)  

pastbalancemoney 以前年度支用餘額  double  

LevyRevenueCurrentYear 本年度徵收收入  double  

ReductionBudget 水費減收補貼  double  

BusinessFee 自來水事業手續費  double  

AdministrationFeeofMOE 水資源作業基金行政費  double  

CountyAdministrationFee 專戶運用小組行政費  decimal  

administrationofBudget 
水源保育與回饋執行經
費 

 
decimal 

 

balancemoney 本年度支用餘額  decimal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圖 

WaterQualityAndQuantity

ProtectionArea 

-- 河川名稱 -- -- 

一般電子檔案 
-- 保護區名稱 -- -- 

-- 原始公告 -- -- 

-- 修正公告 -- -- 

專戶運用小組名單 CommitteeMember 

AppointedID 屆期 V int  

BeginDate 起始任期  string(10)  

Division 任職機關  strin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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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EndDate 結束任期  string(10)  

MemberType 成員類別  string(50)  

Participant 成員姓名 V string(50)  

ShortName 保護區簡稱  string(50)  

Title 職稱  string(50)  

河川生態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兩棲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Amphibia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爬蟲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Reptile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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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哺乳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Mammal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Insecta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Fish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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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鳥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Aves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植物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Plantae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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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PrawnCrab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水利署藻類調查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AlgaeSurveyData 

Approach 調查法  string(50)  

BasinName 流域名稱  string(20)  

Date 調查日期 V datetimetime  

Family 科名  string(255)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Location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55)  

Number 數量  string(100)  

Order 目名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  

RiverCode 河川代碼  string(10)  

RiverName 調查河川名稱  string(40)  

SamplingPoSiteIdentifier 樣點代碼 V string(10)  

SamplingPoSiteName 樣點名稱  string(511)  

ScientificNameCode 物種代碼 V string(255)  

SpeciesScientificName 學名  decimal  

SpeciesUniverseName 中文名  string(50)  

溫泉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臺灣溫泉監測季報 
TaiwanHotSpringObserva

tionQuarterlyReport 
-- -- -- -- 一般電子檔案 

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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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水庫
集水區範圍圖 

CatchmentAreaOfShimen

ReservoirAndRonghuaDa

m 

-- 水庫集水區名稱 V -- 一般電子檔案 

-- 區域別  -- 一般電子檔案 

-- 水庫管理機關  -- 一般電子檔案 

-- 類別  -- 一般電子檔案 

-- 備註  -- 一般電子檔案 

-- 面積  -- 公頃 (一般電子檔案) 

易淹水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歷史淹水資料 HistoricalFloodingArea 

-- 事件日期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事件名稱 V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災害縣市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淹水點編號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淹水潛勢圖 
InundationProbabilityMap

s 

-- 淹水範圍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深度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圖例及製作說明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水庫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HistoricalReservoirExecut

ion 

BasinRainfall 集水區雨量  double  

Capacity 有效容量  double  

CrossFlow 放流量合計  double  

Date 統計日期時間 V datetimetime  

DWL 呆水位  double  

Inflow 進水量  double  

NWLMax 滿水位  double  

Outflow 取用水量  double  

OutflowDischarge 排洪道流量  double  

OutflowTotal 出水量合計  double  

RegulatoryDischarge 溢洪道流量  double  

Reservoir 水庫名稱  string(50)  

ReservoirID 水庫編號 V string(8)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RealtimeReservoirExecuti

on 

Capacity 有效蓄水量  double  

Date 觀測時間 V datetimetime  

FloodTunnelOutflow 排砂道流量  double  

GEPFlow 發電放水量  double  

HQ 放流量小計  double  

Inflow 入流量  double  

NextFDCDate 預計放水時間  date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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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Outflow 出流量  double  

ReservoirID 水庫編號 V string(8)  

SluiceFlow 排洪道流量  double  

SpillwayOutflow 溢洪道流量  double  

StatusID 放水狀態別  double  

UseOutflow 取水流量  double  

WaterLine 水庫水位  double  

警戒水庫水位值 
ReservoirAlertMeasurmen

t 

CountyID 縣市編號  int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string(20)  

Date 警戒發布時間 V datetimetime  

Discharge 洩洪資訊  string(20)  

EstimateTime 預計洩洪時間  datetimetime  

FloodDischarge 出流量  double  

ID 編號 V string(8)  

ReservoirID 水庫編號 V string(20)  

TownID 鄉鎮市編號 V int  

TownName 鄉鎮市名稱  string(20)  

WarnFlood 洩洪警戒值  double  

WateLine 水庫水位  double  

水庫堰壩位置圖 ReservoirDamLocation 

 編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水庫基本資料 ReservoirsInformation 

Year 年度 V string  

Area 地區別  string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  

BasinName 
所在或越域引水溪流名
稱 

 
string 

 

Location 位置  string 縣(市)鄉鎮 

Type 型式  string  

Height 壩堰高  string 單位為公尺(m) 

Length 壩堰長  string 單位為公尺(m) 

CatchmentArea 集水區面積  string 單位為公頃(Ha.) 

FullWaterLevelArea 滿水位面積  string 單位為公頃(Ha.) 

DesignedCapacity 設計總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DesignedEffectiveCapacit

y 
設計有效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CurruntCapacity 目前總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CurruntEffectiveCapacity 目前有效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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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TheLastestMeasuredTime

OfReservoirCapacity 
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  

string 
年月 

Application 功能  string  

水庫淤積量 
ReservoirsSedimentationS

tatisticalData 

Year 年度 V string  

Area 地區別  string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  

DesignedCapacity 設計總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DesignedEffectiveCapacit

y 
設計有效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CurruntCapacity 目前總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CurruntEffectiveCapacity 目前有效容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TheLastestMeasuredTime

OfReservoirCapacity 
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  

string 
年月 

ReservoirSedimentationV

olume 
水庫淤積量  

string 
單位為萬立方公尺 

水庫營運 
ReservoirsOperationStatis

ticalData 

Year 年度 V string  

Area 地區別  string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  

InitialStorageWater 期初存水量  string  

InflowVolume 進水量  string  

DischargeWaterVolumeOf

PowerGeneration 
發電水量放流  

string 
 

BackWaterVolumeOfPow

erGeneration 
發電水量回流  

string 
 

GrossVolumeOfWaterCon

sumptionForAllPurposes 
各標的用水量總計  

string 
 

GrossVolumeOfWaterCon

sumptionForAgricultureW

ater 

農業用水量  

string 

 

GrossVolumeOfWaterCon

sumptionForDomesticWat

er 

生活用水量  

string 

 

GrossVolumeOfWaterCon

sumptionForIndustrialWat

er 

工業用水量  

string 

 

OthersDischargeVolume 其他放流量  string  

FlushingVolume 洩洪量  string  

LeakageVolume 損耗水量  string  

EndYearStoragedWater 年底水庫水量  string 期末存水量 

SedimentationVariation 淤積增減量  string  

EndYearWaterLevel 年底水庫水位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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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ZengwenReservoirRealTi

meData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20)  

ReservoirIdentifier 水庫代碼 V string(10)  

Date 日期  datetimetime  

WaterLevel 水位  double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

acity 
有效蓄水量  

double 
單位:萬立方公尺 

AccumulatedRainfall 累積雨量  
double 本日零時起至即時時間

之累積雨量 

HourlyRain 時雨量  double  

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
訊 

AgongdianReservoirReal

TimeData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20)  

ReservoirIdentifier 水庫代碼 V string(10)  

Date 日期  datetimetime  

WaterLevel 水位  double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

acity 
有效蓄水量  

double 
單位:萬立方公尺 

AccumulatedRainfall 累積雨量  
double 本日零時起至即時時間

之累積雨量 

HourlyRain 時雨量  double  

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MudanReservoirRealTime

Data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20)  

ReservoirIdentifier 水庫代碼 V string(10)  

Date 日期  datetimetime  

WaterLevel 水位  double  

EffectiveWaterStorageCap

acity 
有效蓄水量  

double 
單位:萬立方公尺 

AccumulatedRainfall 累積雨量  
double 本日零時起至即時時間

之累積雨量 

HourlyRain 時雨量  double  

枯旱預警 DroughtWarning 

DroughtWarningDate 通報日期  string(10)  

WaterSupplyDistrict 供水區  string(100)  

WaterRestrictionsEstimate

dTime 
預估實施限水時間  

string(300) 
 

DroughtWarningValueRea

chedEstimatedTime 
到達警戒值預估時間  

string(100)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V string(100)  

WarningPresentValue 預警目前值  string(100)  

ReservoirImpoundmentSt

atus 
蓄水現況  

string(105) 
 

DroughtWarningCriteria 預警顯示  string(8000)  

DroughtWarningValue 警戒值  string(100)  

ReservoirImpoundmentPe

rcent 
蓄水率  

strin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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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中文名稱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roughtWarningStage 預警水情  string(100)  

水庫日水位 
ReservoirDailyWaterLeve

l 

CatchmentAreaRainfall 集水區雨量    

CrossFlow 放流量合計    

Date 統計日期時間    

DeadStorageLevel 呆水位    

EffectiveCapacity 有效容量    

FullWaterLevel 滿水位    

InflowVolume 進水量    

Outflow 取用水量    

OutflowDischarge 排洪道流量    

OutflowTotal 出水量合計    

RegulatoryDischarge 溢洪道流量    

ReservoirIdentifier 水庫編號    

ReservoirName 水庫名稱    

防洪設施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WaterResourcesAgencyR

ealtimeImageCapturedFor

DisasterPrevention 

Coordinate 坐標系統  string(20)  

CCDSetCounty 
監測點所在縣市(行政區
位置) 

 
string(50) 

 

CCDIdentifier CCD 編號 V int  

ImageURL 影像圖片網址  string(256)  

LocationByTWD97 坐標點位   X 坐標、Y 坐標 

Parameter input 參數  string(256)  

BasinIdentifier 所屬流域  string(50)  

StationName 站名  string(50)  

Status 監測點狀態  string(50)  

ImageType 影像圖片格式  string(10)  

抽水站水情 
PumpingHydroInformatio

n 

InflowLevel 內水位  decimal(10,3)  

OutflowLevel 外水位  decimal(10,4)  

RecordDate 年月日時  datetimetime  

StationID 抽水站編號 V string(50)  

淹水災情 
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

on 

Area 淹水情形  double(8) 面積 m 

CountyId 縣市編號  int  

CreateDat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Date 通報淹水時間  datetimetime  

Depth 淹水情形  double(8) 深度 cm 

EffectedHouseholds 淹水戶數  int  

FloodStatus 是否退水  int(1)  

GroupId 群組編號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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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ID 編號 V int  

Latitute 經度  double(8) WGS84 

Location 地點(含範圍)  string(2000)  

Lontitute 緯度  double(8) WGS84 

ModifyDate 修改時間  datetimetime  

Note 備註  string(2000)  

Status 狀態(已無使用)  int  

TownId 鄉鎮編號  int  

TypeId 淹水情形(類別編號)  string(1)  

淹水災情-照片 
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

onImage 

CreateDat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FloodingID 淹水編號  int  

ID 編號 V string  

ImageUrl 縮圖路徑  string(200)  

ModifyDate 修改時間  datetimetime  

Name 圖片名稱  string(50)  

URL 路徑  string(200)  

抽水站位置圖 
WaterPumpingStationLoc

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岸別   

 型式   

 X 坐標   

 Y 坐標   

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Flooddefensematerial 

CreateDate 建立日期  datetimetime  

CreateName 建立人  string(20)  

CurrentAmount 目前結算數量  int  

Description 備註描述  string(500)  

ID 流水號 V int  

ItemID 備料 ID  int  

ModifyDate 修改日期  datetimetime  

ModifyName 修改人  string(20)  

Note 備料說明  string(1000)  

OriginalAmount 初始數量  int  

PlaceID 保管場所 ID  int  

Sort 排序值  int  

Status 顯示狀態  int(1)  

Unit 單位型態  string(50)  

UnitAmount 單位數量  double(8)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Flooddefenseshelter 

CountyID 縣市  int  

CreateDat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LocationID 流水 ID V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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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LocationType 
1 防汛倉庫 2 防汛堆置
廠 

 
int 

 

ModifyDate 修改時間  datetimetime  

ModifyName 修改人  string(100)  

Note 備註  string(2000)  

OrgID Org_ID  int  

River 河川  string(50)  

Sort 自訂排序  int  

TownNamE 鄉鎮市  int  

WaterSystem 水系  string(80)  

防汛備料地點 
FloodDefenseMaterialLoc

ation 

 名稱   

一般電子檔案 

 型式   

 岸別   

 X 坐標   

 Y 坐標   

中央管河川河堤 
CentralControlledRiverBa

nk 

 建造物名稱(堤防或護岸)   

一般電子檔案 

 堤頭坐標   

 堤尾坐標   

 長度   

 流域水系   

中央管海堤 CentralControlledSeaDike 

 海堤名稱   

一般電子檔案  行政區縣市   

 行政區鄉鎮   

中央管排水 
CentralControlledDrainag

e 

 排水水系   

一般電子檔案 
 護岸名稱   

 行政區縣市   

 行政區鄉鎮   

中央管水門 
CentralControlledWaterG

ate 

 位置   

一般電子檔案 
 形式構造尺寸   

 材質   

 水系   

水權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權統計資料 WaterRightsRegistration 

LicenseClass 狀照類別  string(40) 權狀類別 

Authority 主管機關  string(100)  

CountyOfChanneledWaterLoation 引水地點(縣市)  string(40)  

TownOfChanneledWaterLoation 引水地點(鄉鎮)  string(40)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anuary 引用水量(1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October 引用水量(10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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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OfChanneledWaternInNovember 引用水量(11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December 引用水量(12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February 引用水量(2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March 引用水量(3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April 引用水量(4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May 引用水量(5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une 引用水量(6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July 引用水量(7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August 引用水量(8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QuantityOfChanneledWaterInSeptember 引用水量(9 月)  decimal 引用水量單位是(立方公尺/秒) 

MainStreamOfChanneledWaterSource 引用水源(河川)  string(100)  

MinorStreamOfChanneledWaterSource 引用水源(水系)  string(200)  

WaterSourceClass 水源類別  string(20)  

WaterConsumptionPurpose 用水標的  string(40)  

SerialNumber 序號 V long  

StatisticsYear 年份  int  

StatisticsMonth 月份  int  

近海水文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 
CoastalOceanWeatherStat

ion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存廢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
圖 

DistributionOfWaterReso

urcesAgencysCoastalData

Buoys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存廢   

潮位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時潮位 TidalHourly 

ID 測站編號 V int   

DataTime 記錄日期 V datatime   

DataValue 潮高   double   

潮位月統計 TidalMonthly 

ID 測站編號 V int   

DataTime 記錄年月 V datatime   

TideAverage 潮位平均   double   

近海水文潮位站位置圖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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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CoastalOceanTideStation

Location 

 名稱   

 X 坐標   

 Y 坐標   

 存廢   

波浪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波高週期波向資料 WaveTHD 

ID 測站編號 V int  

Name 測站名稱  string(max)  

Time 觀測時間 V datetimetime  

HeightValue 平均波高  string(10)  

PeriodValue 平均週期  string(10)  

WaveDirection 波向  string(10)  

MissingDays 資料缺少日數  int  

波高週期統計資料 Wave 

StationID 測站編號 V int  

Time 觀測時間 V datetimetime  

AverageHeight 平均波高  string(10)  

AveragePeriod 平均週期  string(10)  

WaveDirection 波向  string(10)  

MissingDays 資料缺少日數  int  

降雨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雨量站站況 PrecipitationStation 

ID 站號 V string(10)   

Name 中文站名  string(30)   

Address 中文站址  string(80)   

EngAddress 英文站址  string(80)   

BasinID 流域編號  string(6)   

CountyID 縣市代碼  string(10)   

TownID 鄉鎮代碼  INT   

WaterDistrict 水資源分區編號  string(10)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X 坐標  decimal(9)   

Location_TWD67 TM2 度分帶 67Y 坐標  decimal(18,2)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string(20)   

Location_TWD97 TM2 度分帶 97Y 坐標  string(20)   

Longitude 東經  string(10)   

Latitute 北緯  string(20)   

Elevation 標高  int(4)   

ObservationItem 觀測項目  string(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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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Status 存廢代碼  int   

Remark 備註  int   

PermisType 設置地點權屬  int   

SetType 設置於地表或建築物上  string(50)   

UnitType 設置地點屬何種單位  int   

UnitName 設置地點之單位名稱  int   

UseType1 防汛用途  int   

UseType2 水文觀測用途  int   

UseType3 生態環境監測  int   

UseType4 工程施工管理  int   

UseType5 水利設施管理  string(50)   

UseType6 特定計畫或特定需求  string(50)   

ConstructionName 工程名稱  string(50)   

HydroFacilityName 水利設施名稱  string(50)   

SpecificProject 特定計畫或需求之名稱  string(6)   

Village 測站所屬村里   string(6)   

SubB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   string(5)   

SubSubB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   int   

DamArea 
測站所屬之堰壩集水區
名稱 

  
int 

  

Lightning 測站是否易遭雷擊   int   

Steal 
是否易受人為破壞或竊
盜 

  
int 

  

Disaster 是否易受天災破壞   int   

LandSubsidence 
是否位於容易地層下陷
地區 

  
int 

  

EquipType 設備類型   int   

RainPackCnt 測站雨量筒數量   int   

Fence 是否有圍籬   string(50)   

Space 間距(公分)   int   

RainMouth 承雨口高差(公分)   string(50)   

RealTime 是否有傳輸設備   int   

TransSeq1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平時)   int   

TransSeq2 
即時資料傳送頻率(防汛
時) 

  
decimal(8,2) 

  

Collection 
是否有人工現場收集資
料 

  
int 

  

CollectionCycle 現場收集資料之頻率(日)   int   

Check 
水文資料是否定期送水
文組彙整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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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ChcekRemarks 
水文資料無定期送水文
組彙整原因 

  
int 

  

TransTypeW 無線傳輸方式   int   

TransTypeC 有線傳輸方式   int   

TransTypeT 其他傳輸方式   int   

ObservationType 觀測現況   int   

NormalObsType 正常觀測之性質   int   

ShortObsType 觀測的原因   int   

ShortObsReason 
觀測的原因--替代哪個測
站 

  
int 

  

ShortObsPlan 
觀測的原因--特地目的或
計畫說明 

  
int 

  

ShortObsOther 觀測的原因--其他說明   int   

ShortObs_StopDate 短期觀測預計何時停測   int   

PauseReason 暫停觀測原因   string(50)   

Replace 是否有取代之測站   int   

ReplaceStation 取代測站之測站名稱   int   

PauseDate 暫停觀測之起始日   int   

NextObservationDate 預計恢復觀測之日   samlldatetime   

ObservationRemarks 
觀測現況之其他補充說
明 

  
decimal(8,2) 

  

Solar 測站有太陽能供電   samlldatetime   

LocalCall 測站有市電供電   samlldatetime   

Sun_W 太陽能板瓦數   int   

Sun_Cnt 太陽能板數量   int   

Sunshine 日照是否充足   string(50)   

Cover 設站點陽光易受遮蔽   string(50)   

SD 
設站地點太陽能板可能
易遭外力破壞 

  
string(50) 

  

DriveDistance 所需車程(單程，小時)   int   

WalkDistance 
所需步行路程(單程，小
時) 

  
string(50) 

  

Ma 數字 ainCycle 
現場巡邏或維護之頻率
(日) 

  
string(10) 

  

SolarRemarks 其他特殊說明   string(30)   

時雨量 PrecipitationHourly 

ID 站號 V string(10)   

Date 西元日期 V datetimetime(4)   

HQ1 0-1 時雨量   decimal(5)   

HQ2 1-2 時雨量   decimal(5)   

HQ3 2-3 時雨量   decimal(5)   

HQ4 3-4 時雨量   decim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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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HQ5 4-5 時雨量   decimal(5)   

HQ6 5-6 時雨量   decimal(5)   

HQ7 6-7 時雨量   decimal(5)   

HQ8 7-8 時雨量   decimal(5)   

HQ9 8-9 時雨量   decimal(5)   

HQ10 9-10 時雨量   decimal(5)   

HQ11 10-11 時雨量   decimal(5)   

HQ12 11-12 時雨量   decimal(5)   

HQ13 12-13 時雨量   decimal(5)   

HQ14 13-14 時雨量   decimal(5)   

HQ15 14-15 時雨量   decimal(5)   

HQ16 15-16 時雨量   decimal(5)   

HQ17 16-17 時雨量   decimal(5)   

HQ18 17-18 時雨量   decimal(5)   

HQ19 18-19 時雨量   decimal(5)   

HQ20 19-20 時雨量   decimal(5)   

HQ21 20-21 時雨量   decimal(5)   

HQ22 21-22 時雨量   decimal(5)   

HQ23 22-23 時雨量   decimal(5)   

HQ24 23-24 時雨量   decimal(5)  

HQT 日合計雨量   decimal(5)  

日雨量 PrecipitationDaily 

D_EFF_DAY 下旬降雨天數  int(4)  

D_RAIN_AVG 下旬雨量平均  decimal(5)  

DailyMaximun 最大日雨量  decimal(5)  

DD_DQ_MX 最大日雨量發生  datetimetime(8)  

DQ1 1 日雨量  decimal(5)  

DQ10 10 日雨量  decimal(5)  

DQ11 11 日雨量  decimal(5)  

DQ12 12 日雨量  decimal(5)  

DQ13 13 日雨量  decimal(5)  

DQ14 14 日雨量  decimal(5)  

DQ15 15 日雨量  decimal(5)  

DQ16 16 日雨量  decimal(5)  

DQ17 17 日雨量  decimal(5)  

DQ18 18 日雨量  decimal(5)  

DQ19 19 日雨量  decimal(5)  

DQ2 2 日雨量  decimal(5)  

DQ20 20 日雨量  decimal(5)  

DQ21 21 日雨量  decimal(5)  

DQ22 22 日雨量  decim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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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Q23 23 日雨量  decimal(5)  

DQ24 24 日雨量  decimal(5)  

DQ25 25 日雨量  decimal(5)  

DQ26 26 日雨量  decimal(5)  

DQ27 27 日雨量  decimal(5)  

DQ28 28 日雨量  decimal(5)  

DQ29 29 日雨量  decimal(5)  

DQ3 3 日雨量  decimal(5)  

DQ30 30 日雨量  decimal(5)  

DQ31 31 日雨量  decimal(5)  

DQ4 4 日雨量  decimal(5)  

DQ5 5 日雨量  decimal(5)  

DQ6 6 日雨量  decimal(5)  

DQ7 7 日雨量  decimal(5)  

DQ8 8 日雨量  decimal(5)  

DQ9 9 日雨量  decimal(5)  

DS_R 月降雨日數  int(4)  

DS_R_M 月降雨日數標示  int(4)  

ID 站號 V string(10)  

M_EFF_DAY 中旬降雨天數  int(4)  

M_RAIN_AVG 中旬雨量平均  decimal(5)  

MM 月份  int(2)  

MQS 月雨量合計  decimal(5)  

TQ1S 上旬雨量合計  decimal(5)  

TQ2S 中旬雨量合計  decimal(5)  

TQ3S 下旬雨量合計  decimal(5)  

U_EFF_DAY 上旬降雨天數  int(4)  

U_RAIN_AVG 上旬雨量平均  decimal(5)  

Year 西元年 V int(4)  

日雨量年度統計 PrecipitationStatistic 

D1Q_YX 最大一日降雨量  decimal(5)  

D1Q_YXM 最大一日雨量標示  string(1)  

D2Q_YX 最大二日降雨量  decimal(5)  

D2Q_YXM 最大二日雨量標示  string(1)  

D3Q_YX 最大三日降雨量  decimal(5)  

D3Q_YXM 最大三日雨量標示  string(1)  

DS_R_M 年降雨日數標示  string(1)  

DS_R1 年降雨日數  int(4)  

ID 站號 V string(10)  

MMDD_D1Q_YX 最大一日降雨量發生日  datetimetime(8)  

MMDD_D2Q_YX 最大二日降雨量發生日  datetimetim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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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MMDD_D3Q_YX 最大三日降雨量發生日  datetimetime(8)  

Year 西元年 V int(4)  

YearlySummary 年雨量合計  decimal(5)  

YQS_M 年降雨量標示  string(1)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MaximunMonthlyPrecipit

ation 

ID 站號 V string(8)  

Rainfal24H 2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10M 1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12H 1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15M 1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18H 1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20M 2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2H 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30M 3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3H 3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40M 4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45M 4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48H 4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4H 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5M 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60M 6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6H 6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72H 7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  int  

Rainfall90M 9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  int  

Time10Min 
1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12Hour 
1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15Min 
1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18Hour 
1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20Min 
2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24Hour 
2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2Hour 
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
時間 

 
string(12) 

 

Time30Min 
3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3Hour 
3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
時間 

 
str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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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Time40Min 
4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45Min 
4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48Hour 
48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4Hour 
4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
時間 

 
string(12) 

 

Time5Min 
5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始
時間 

 
string(12) 

 

Time60Min 
6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6Hour 
6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始
時間 

 
string(12) 

 

Time72Hour 
72 小時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Time90Min 
90 分鐘最大雨量強度起
始時間 

 
string(12) 

 

警戒雨量值 RainfallAlertMeasurment 

Alert_H1 二級警戒_1 小時值  double  

Alert_H12 二級警戒_12 小時值  double  

Alert_H24 二級警戒_24 小時值  double  

Alert_H3 二級警戒_3 小時值  double  

Alert_H6 二級警戒_6 小時值  double  

CountyEnglishName 縣市英文名  string(max)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string(max)  

EffectedArea 影響範圍區域 V string(max)  

EffectedAreaInEnglish 影響範圍區域英文名  string(max)  

Flood_H1_L 一級警戒_1 小時值  double  

Flood_H12_L 一級警戒_12 小時值  double  

Flood_H24_L 一級警戒_24 小時值  double  

Flood_H3_L 一級警戒_3 小時值  double  

Flood_H6_L 一級警戒_6 小時值  double  

RainStationEnglishName 雨量站英文名  string(max)  

RainStationName 雨量站名稱  string(max)  

StationID 雨量站編號 V string(max)  

TownEnglishName 鄉鎮市英文名  string(max)  

TownID 鄉鎮市編號 V int  

TownName 鄉鎮市名稱  string(max)  

TownPostID 鄉鎮市郵遞區號  int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RainfallAlertAlertedArea 
BasinID 流域編號  string(10)  

CountyID 縣市煸號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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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string(20)  

D1 1 日雨量  double  

D2 2 日雨量  double  

D3 3 日雨量  double  

Date 警戒發布時間 V datetimetime  

FloodWarnInfo 警戒類型  string(4)  

FloodWarningArea 淹水警戒區域  string(max)  

H1 1 小時雨量  double  

H12 12 小時雨量  double  

H24 24 小時雨量  double  

H3 3 小時雨量  double  

H6 6 小時雨量  double  

M10 10 分鐘雨量  double  

StationID 雨量站編號 V string(20)  

StationName 雨量站名稱  string(20)  

Town 鄉鎮市名稱  string(20)  

TownEnglishName 鄉鎮市英文名  string(max)  

TownID 鄉鎮市編號 V int  

TownPostID 鄉鎮市郵遞區號  int  

HORNER 參數表 
IntensityDurationFrequen

cyParameters 

StationIdentifier 站號  string(10)  

PlanNumber 手冊編號  int  

StartYear 資料分析開始年  int  

EndYear 資料分析結束年  int  

Period 重現期距  int  

Distributed 分布  string(10)  

HornerA HORNER 參數 A  double  

HornerB HORNER 參數 B  double  

HornerC HORNER 參數 C  double  

SumOfSquaresForTotal 總平方和  double  

SumOfSquaresForError 誤差平方和  double  

RegressionAnalysis 迴歸相關係數  double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現
存站 

WaterResourcesAgencyE

xistedPrecipitationStation

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觀測單位   

 X 坐標   

 Y 坐標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已
廢站 

WaterResourcesAgencyA

bolishedPrecipitationStati

onLocation 

 站號   

一般電子檔案 
 名稱   

 觀測單位   

 X 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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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Y 坐標   

水利署所屬雨量站基本
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R

ainfallStationsProfile 

ObservatoryIdentifier 站號 V string(10)  

ObservatoryName 中文站名  string(30)  

LocationAddress 中文站址  string(255)  

EnglishAddress 英文站址  string(255)  

BasinIdentifier 流域編號  string(4)  

CountyIdentifier 縣市代碼  string(10)  

TownIdentifier 鄉鎮代碼  string(30)  

LocationXByTWD97 TM2 度分帶 97X 坐標  decimal 公尺(m) 

Elevation 標高  string(10) 公尺(m) 

DisuseStatus 存廢代碼  string(6)  

Remarks 備註  string(400)  

AgencyNameOfSite 設置地點之單位名稱  string(50)  

Village 測站所屬村里  string(50)  

AffiliatedSubsidiaryB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支流)  string(6)  

AffiliatedSubSubsidiaryB

asin 
測站所屬之流域(次支流)  

string(6) 
 

EquipementStatus 設備類型  string(6)  

TransmissionEquipment 是否有傳輸設備  string(2)  

水利管理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SeawaterDesalinationPlan

t 

Year 統計年度 V string   

ProductionPlant 廠名 V string   

DesignedCapacity 設計出水量 V string   

WaterConsumption 用水標的 V string   

CompletionYear 完工時間 V string   

OperationAndManagemen

tUnit 
營運管理單位 V 

string 
  

Investment 投資金額 V string   

Remarks 備註 V string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StateOfDesalinationPlant

Operation 

Year 統計年度 V string  

ProduntionPlant 廠名 V string  

ActualOperationTime 實際營運時間  string  

SeawaterIntakeCapacity 海水取水量  string  

ActualWaterRelease 實際造水量  string  

OutletCapacityOfDenseSa

lineWater 

濃鹽水排放量  string  

Remarks 備註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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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opendata) 

In-

ProcessingConstruction(o

pendata) 

ActualCloseDate 實際完工日期  datetimetime  

ActualSchedule 實際進度  double  

ActualStartDate 實際開工日期  datetimetime  

Contractor 承包廠商  string(100)  

ContractOutPrice 發包工作費  double 千元 

EngineeringClass 工程類別  string(25)  

EngineeringCloseDate 計畫工程終止日  datetimetime  

EngineeringExecution 執行情形  string(25)  

EngineeringName 工程名稱  string(100)  

EngineeringNumber 工程編號  string(50)  

EngineeringPhone 工地聯絡電話  string(100)  

EngineeringSite 工程地點  string(100)  

EngineeringStartDate 計畫工程起始日  datetimetime  

EngineeringSummary 工程概要  string(256)  

EngineeringYear 計畫年度  string(4)  

ExecuteUnit 執行單位  string(50)  

GovernmentBudget 
預算經費 (易 :中央補助
款) 

 
double 

 

LocalBudget 
預算經費 (易 :地方配合
款) 

 
double 

 

PlanAddClass 增辦別  string(25)  

PlanName 總計畫名稱  string(100)  

ProgramCloseDate 預定完工日期  datetimetime  

ProgramStartDate 預定開工日期  datetimetime  

SupervisalUnit 監造單位  string(100)  

Supervisor 監工人員  string(100)  

TenderBasePrice 標案底價  double 千元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In-ProcessingConstruction 

ActualCloseDate 實際完工日期  datetimetime(23,3)  

ActualSchedule 實際進度  double(24)  

ActualStartDate 實際開工日期  datetimetime(23,3)  

AwardContractRate 工程決標比  double(19,4)  

BudgetRequirement 發包工作費  double(19,4)  

CompensationUnit 受補助單位  string(50)  

Contractor 承包廠商  string(100)  

ContractOutDate 上網公告發包日期  datetimetime(23,3)  

CurrentScheduleDifferenc

e 
差異進度  

doubl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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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DelayReason 落後原因  string(256)  

DiplomaNumber 證書編號  string(100)  

EducationalBackground 學歷科系  string(100)  

EngineeringClass 工程類別  string(25)  

EngineeringCloseDate 計畫工程終止日  datetimetime(23,3)  

EngineeringCoordinatesX 工程坐標_X  double(24)  

EngineeringCoordinatesY 工程坐標_Y  double(24)  

EngineeringExecution 執行情形  string(25)  

EngineeringName 工程名稱  string(100)  

EngineeringNumber 工程編號  string(50)  

EngineeringSite 工程地點  string(100)  

EngineeringStartDate 計畫工程起始日  datetimetime(23,3)  

EngineeringSummary 工程概要  string(256)  

EngineeringYear 計畫年度  string(4)  

ExecuteUnit 執行單位  string(50)  

FulltimeEngineer 專任工程人員  string(100)  

GovernmentBudget 
預算經費 (易 :中央補助
款) 

 
double(19,4) 

 

PlanAddClass 增辦別  string(25)  

ProgramCloseDate 預定完工日期  datetimetime(23,3)  

ProgramSchedule 預定進度  double(24)  

ProgramStartDate 預定開工日期  datetimetime(23,3)  

PromoterID 身分證字號  string(100)  

PromoterName 承辦人姓名  string(100)  

PromoterPhonenumber 承辦人電話  string(100)  

SupervisalUnit 監造單位  string(100)  

SupervisionCost 委外測設監造費  double(19,4) 千元 

TenderBasePrice 標案底價  double(19,4) 千元 

TotalPaidPayment 累計已支付金額  double(19,4)  

水利工程契約範本 
HydraulicEngineeringCon

tractsConventions 
-- -- -- -- 一般電子檔案 

計畫管理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
料 

WaterResourcesAgencyC

ommissionedProjectProfil

e 

ProjectYear 計畫年度 V int   

Identifier 計畫編號 V string(20)   

ProjectName 中文計畫名稱   string(300)   

EnglishName 英文計畫名稱   string(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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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ProjectPrimaryClass 計畫主類別   string(50)   

ProjectSecondaryClass 計畫次類別   string(256)   

ExecutiveOrganization 主辦人員機關   string(50)   

ExecutiveDivision 主辦人員單位   string(50)   

ContractStartDate 契約開始日期   string(20)   

ProjectEndDate 契約結束日期   string(20)   

CapitalContractBudget 契約經費資本門   double   

CurrentContractBudget 契約經費經常門   double   

ProjectDescription 中文計畫摘要   string(3000)   

EnglishDescription 英文計畫摘要   string   

YearWorkItems 年度項目   string(3000)   

CommissionOrganization 受委託機構   string(100)   

HostName 主持人姓名   string(80)   

Keyword 中文關鍵字   string(300)   

EnglishKeyword 英文關鍵字   string(300)   

ResearchAchievements 計畫研究成果   string   

ApplicationAndBenefit 應用情形及效益   string   

水利署研究計畫報告書
基本資料 

WaterResourcesAgencyR

esearchProjectReportProfi

le 

ProjectYear 計畫年度 V int   

Identifier 計畫編號 V string(20)   

ProjectName 中文計畫名稱   string(300)   

EnglishName 英文計畫名稱   string(500)   

ProjectPrimaryClass 計畫主類別   string(50)   

ProjectSecondaryClass 計畫次類別   string(256)   

ExecutiveOrganization 主辦人員機關   string(50)   

ExecutiveDivision 主辦人員單位   string(50)   

ContractStartDate 契約開始日期   string(20)   

ProjectEndDate 契約結束日期   string(20)   

CapitalContractBudget 契約經費資本門   double   

CurrentContractBudget 契約經費經常門   double   

ProjectDescription 中文計畫摘要   string(3500)   

EnglishDescription 英文計畫摘要   string   

YearWorkItems 年度項目   string(3500)   

CommissionOrganization 受委託機構   string(100)   

HostName 主持人姓名   string(80)   

Keyword 中文關鍵字   string(300)   

EnglishKeyword 英文關鍵字   string(300)   

ResearchAchievements 計畫研究成果   string   

ApplicationAndBenefit 應用情形及效益   string   

ControlledProjectNumber 列管計畫編號 V strin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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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列管計畫基本資
料 

WaterResourcesAgencyC

ontrolledProjectInformati

on 

ControlledProjectName 列管計畫名稱  string(100)  

ManageUnit 主辦單位  string(50)  

ExecuteUnit 執行單位  string(256)  

PlanManager 計畫專案經理人員  string(256)  

Enterpriser 
主(協)辦單位計畫主(協)

辦人員 
 

string(256) 
 

ManageUnitSupervisor 主辦單位督導人員  string(256)  

BudgetType 列管計畫預算型式  string(50)  

ControlledProjectTotalBu

dget 
計畫總經費  

decimal 
 

ControlledProjectOrigin 計畫緣由  string  

PlanGoal 計畫目標  string  

AnticipatedBenefits 預期效益  string  

ControlledProjectGroup 列管計畫群組  string(50)  

ControlledProjectClass 列管計畫分類  int  

ControlledProjectLevel 列管級別  string(256)  

ControlledProjectStartDat

e 
列管計畫有效起始日  

datetimetime 
 

ControlledProjectCloseDa

te 
列管計畫有效終止日  

datetimetime 
 

LongTermControlledProje

ctStartDate 
中長程列管計畫起始日  

datetimetime 
 

LongTermControlledProje

ctCloseDate 
中長程列管計畫終止日  

datetimetime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ControlledProjectStatus 

ActualTotalSchedule 總實際進度(2)  decimal  

ActualYearSchedule 實際進度(5)  decimal  

Current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本
年度)7 

 
double 

 

Current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本年
度)5 

 

double 

 

CurrentOther 其他(本年度)10  double  

CurrentPayable 本年累計應付未付數  decimal  

Current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本年
度)3 

 

double 

 

CurrentScheduleDifferenc

e 
本年度進度差異  

decimal 
 

CurrentSpending 本年累計支用數(8)  decimal  

CurrentSurplus 本年累計節餘數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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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Current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本年度)6 

 

double 

 

CurrentTotal 合計(本年度)11  double  

Current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本年度)1 

 
double 

 

Current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本年度)2 

 
double 

 

CurrentUni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本年度)4 

 
double 

 

Current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本年度)8 

 

double 

 

Current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本年
度)9 

 
double 

 

DelayReason 落後原因摘要說明  string  

DiscretionaryBudget 本年可支用預算數  decimal  

ExecuteRate 執行率  decimal  

ExpenditureRate 支用比  decimal  

ID 自動編號 V int  

KeyinDate 建立日期  datetimetime  

KeyinUser 建立人員  string(50)  

MakeUpDate 預定趕上進度日期  string  

MakeUpSolution 檢討改進措施  string  

Notes 應付未付原因明細表  string(2000)  

OrderID 報表列印排序號碼  int  

PayableRate 應付未付率  decimal  

PayableReason 

應付未付數占累計分配
數達 5%以上者請敘明原
因 

 

string 

 

PlanBenifit 預期效益  string  

PlanBudget 計畫總經費  decimal  

PlanCritical 計畫要徑  string  

PlanExecution 執行情形  string  

PlanGoal 計畫目標  string  

PlanIntroduction 計畫緣由  string  

PlanNumber 列管計畫編號 V string(50)  

PlanSuggest 管考建議  string  

PlanTotalSchedule 總預定進度(1)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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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PlanYear 列管計畫年度  string(4)  

PlanYearSchedule 預定進度(4)  decimal  

ReachRate 達成率  decimal  

Reserve7 保留數(7)  decimal  

Reserve8 保留(8)  decimal  

ReserveBudget 保留數  decimal  

Reserve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以
前年度保留款)7 

 
double 

 

Reserve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5 

 

double 

 

ReserveOther 其他(以前年度保留款)10  double  

Reserve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3 

 

double 

 

Reserve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以前年度保留款)6 

 

double 

 

ReserveTotal 合計(以前年度保留款)11  double  

Reserve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以前年度保留款)1 

 
double 

 

Reserve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以前年度
保留款)2 

 

double 

 

ReserveUni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 (以前年度保留
款)4 

 

double 

 

Reserve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以前年度保留款)8 

 

double 

 

Reserve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9 

 
double 

 

ScheduleDifference 總進度差異  decimal  

Total 合計(小計)11  double  

TotalAllotment 總累計分配數(7)  decimal  

Total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小
計)7 

 
double 

 

Total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小計)5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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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TotalOther 其他(小計)10  double  

TotalPayble 總累計應付未付數  decimal  

Total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 (小
計)3 

 

double 

 

TotalSpecnding 總累計支用數(8)  decimal  

TotalSurplus 總累計節餘數  decimal  

Total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小計)6 

 

double 

 

Total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小計)2 

 
double 

 

TotalUn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小計)4 

 
double 

 

Total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小計)8 

 

double 

 

Total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 (小
計)9 

 
double 

 

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小計)1 

 
double 

 

Unit 填報單位  string(50)  

YearAllotment 本年累計分配數(7)  decimal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ControlledProjectInformat

ion 

AccountNumber 會計室編號  string(50)  

ActualTotalSchedule 總實際進度(2)  decimal(18,2)  

ActualYearSchedule 實際進度(5)  decimal(18,2)  

BudgetType 列管計畫預算型式  string(50)  

Current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本
年度)７ 

 
string(50) 

 

Current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本年
度)５ 

 

string(50) 

 

CurrentOther 其他(本年度)１０  double  

CurrentPayable 本年累計應付未付數  double  

Current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本年
度)３ 

 

double 

 

CurrentScheduleDifferenc

e 
本年度進度差異  

decimal(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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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CurrentSpending 本年累計支用數(8)  double  

CurrentSurplus 本年累計節餘數  decimal(19,2)  

Current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本年度)６ 

 

decimal(18,2) 

 

CurrentTotal 合計(本年度)１１  decimal(18,2)  

Current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本年度)１ 

 
double 

 

Current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本年度)２ 

 
double 

 

CurrentUni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本年度)４ 

 
double 

 

Current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本年度)８ 

 

double 

 

Current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本年
度)９ 

 
double 

 

DelayReason 落後原因摘要說明  string(50)  

DiscretionaryBudget 本年可支用預算數  double  

ExecuteRate 執行率  double  

ExecuteUnit 執行單位  datetimetime  

ExpenditureRate 支用比  datetimetime  

ID 自動編號 V datetimetime  

KeyinDate 登錄日期  datetimetime  

KeyinUser 登錄人員  datetimetime  

LongTermPlanCloseDate 中長程列管計畫終止日  datetimetime  

LongTermPlanStartDate 中長程列管計畫起始日  decimal(38,15)  

MakeUpDate 預定趕上進度日期  string(256)  

MakeUpSolution 檢討改進措施  string(256)  

ManageUnit 主辦單位  string(256)  

Notes 應付未付原因明細表  string(50)  

PayableRate 應付未付率  string(50)  

PayableReason 

應付未付數占累計分配
數達 5%以上者請敘明原
因 

 

string(50) 

 

PCCNumber 工程會編號  string(256)  

PlanBenifit 預期效益  string(256)  

PlanBudget 計畫總經費  string(256)  

PlanClass 列管計畫分類  decimal(18,2)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307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PlanCloseDate 列管計畫有效終止日  decimal(18,2)  

PlanCritical 計畫要徑  int  

PlanExecution 執行情形  int  

PlanGoal 計畫目標  int  

PlanGroup 列管計畫群組  string(100)  

PlanIntroduction 計畫緣由  string(100)  

PlanLevel 列管級別  string(100)  

PlanManager 計畫專案經理人員  string(4)  

PlanName 列管計畫名稱  datetimetime  

PlanNote 列管計畫重要備註欄  datetimetime  

PlanNumber 列管計畫編號 V datetimetime  

PlanOwnerTelFax 
主(協)辦單位計畫主(協)

辦人員 
 

datetimetime 
 

PlanStartDate 列管計畫有效起始日  datetimetime  

PlanSuggest 管考建議  datetimetime  

PlanSupervisorTelFax 主辦單位督導人員  string(256)  

PlanTotalSchedule 總預定進度(1)  string(50)  

PlanYear 列管計畫年度  string(50)  

PlanYearSchedule 預定進度(4)  string(50)  

RDECNumber 研考會編號  string(50)  

RDECOwnerEmail 

研考會政府施政管理資
訊系統帳號計畫主辦人
員 E-mail 

 

string(50) 

 

ReachRate 達成率  string(50)  

Reserve7 保留數(7)  string(256)  

Reserve8 保留(8)  string(256)  

ReserveBudget 保留數  string(256)  

Reserve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以
前年度保留款)７ 

 
double 

 

Reserve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５ 

 

double 

 

ReserveOther 
其他(以前年度保留款)１
０ 

 
int 

 

Reserve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３ 

 

double 

 

Reserve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以前年度保留款)６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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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ReserveTotal 
合計(以前年度保留款)１
１ 

 
double 

 

Reserve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以前年度保留款)１ 

 
double 

 

Reserve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以前年度
保留款)２ 

 

double 

 

ReserveUni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以前年度保留款)

４ 

 

double 

 

Reserve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以前年度保留款)８ 

 

double 

 

Reserve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以前
年度保留款)９ 

 
double 

 

ScheduleDifference 總進度差異  double  

Total 合計(小計)１１  double  

TotalAllotment 總累計分配數(7)  double  

TotalHoldPayment 
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小
計)７ 

 
decimal(18,2) 

 

TotalInSue 

契約爭議待調解、仲裁或
訴訟中，無法撥款(小計)

５ 

 

decimal(18,2) 

 

TotalOther 其他(小計)１０  decimal(18,2)  

TotalPayble 總累計應付未付數  double  

TotalRemain 

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
之估驗計價保留款(小計)

３ 

 

double 

 

TotalSpecnding 總累計支用數(8)  double  

TotalSurplus 總累計節餘數  double  

TotalTail 

已完工因驗收或保固程
序未完成，未結付之尾款
(小計)６ 

 

double 

 

TotalUnevaluation 
承商已提出估驗，但尚未
完成計價程序(小計)２ 

 
double 

 

TotalUnfinish 
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無
法計價(小計)４ 

 
string(256) 

 

TotalUnSum 
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
關之暫付款，已辦理完成

 
strin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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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 

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部分但尚未結報或轉正
者(小計)８ 

TotalUnwithdrawn 
承商未提領預付款(小計)

９ 
 

string 
 

Unestimate 
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
(小計)１ 

 
string 

 

Unit 填報單位  string  

YearAllotment 本年累計分配數(7)  string  

投資開發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資源投資統計資料 WaterResourceInvestment 

Domestic 國內資本形成  double  

Government 政府資本毛額  double  

ID 流水號 V int  

Investment 水資源投資額  double  

National 國民生產  double  

Population 年底人口  double  

Year 年度 V string(3)  

水資源建設決算表 
WaterDevelopmentFinalA

ccountsSheet 

Aboard 外幣資金機關  string(150)  

AboardFund 外幣資金金額  double  

AboardToOther 外幣資金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AboardTotal 外幣資金合計  double  

Account 填報人帳號  string(10)  

CA 中美資金機關  string(150)  

CAFung 中美資金金額  double  

CAToOther 中美資金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CATotal 中美資金合計  double  

Class 標的別  int  

DataTime 填報日期  datetimetime  

Domestic 民間資金機關  string(150)  

DomesticFund 民間資金金額  double  

DomesticToOther 民間資金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DomesticTotal 民間資金合計  double  

Government 政府撥款機關  string(150)  

GovernmentFund 政府撥款金額  double  

GovernmentToOther 政府撥款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GovernmentTotal 政府撥款合計  double  

ID 流水號 V int  

OrganizationID 單位代碼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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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Other 其他機關  string(150)  

OtherFund 其他金額  double  

OtherToOther 其他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OtherTotal 其他合計  double  

PlanName 計畫名稱  string(200)  

PubliceEnterprise 公營事業機關  string(150)  

PubliceEnterpriseFund 公營事業金額  double  

PubliceEnterpriseToOther 公營事業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PubliceEnterpriseTotal 公營事業合計  double  

Remarks 備註  string(300)  

Scol 資料鎖定  string(1)  

Special 專項基金機關  string(150)  

SpecialFund 專項基金金額  double  

SpecialToOther 專項基金其他機關金額  string(150)  

SpecialTotal 專項基金合計  double  

SubClass 細項標的別  int  

SubmitPerson 填報人姓名  string(5)  

Tab 分類  string(1)  

Total 總計  double  

Year 年度  string(3)  

水資源研發決算表 
WaterDevelopmentBudge

tSheet 

Account 填報人帳號  文字  

Assessment 環境評估  數字  

Class 標的別  數字  

DataTime 填報日期  日期  

ID 流水號 V 數字  

Management 管理費  數字  

OrganizationID 單位代碼  數字  

Other 其他  數字  

PlanName 計畫名稱  文字  

Planning 規劃費  數字  

Remarks 備註  文字  

Research 研究費  數字  

Scol 資料鎖定  文字  

SubClass 細項標的別  數字  

SubmitPerson 填報人姓名  文字  

Sum 合計  數字  

Survey 調查費  數字  

Tab 分類  文字  

Trial 試驗費  數字  

Year 年度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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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 
WaterResourcesAgencyP

ublication 

Identifier 識別號  decimal  

CategoryIdentifier 分類號  int  

Title 題名  string 書名 

Author 作者  string  

Language 語文別  string  

YearIdentifier 年代號  int  

ISBN 國際標準圖書號碼  decimal ISBN 

GPN 統一編號  decimal GPN/EBN 

Publisher 出版者  string 水利署 

PublishYear 出版年  string  

CommissionedProjectIden

tifier 
委辦計畫編號  

decimal 
MOEAWRA101 

Abstract 中文摘要  string  

Class 類別  string 政府出版品/委辦計畫 

LinkURL 圖書館藏詳細資料 URL  string  

Currency 幣別  string  

Price 價格  decimal  

Date 新增日期  datetime  

水利署圖書清單 LibraryCatalogue 

Abstract 中文摘要  string(1000)  

Author 作者  string(120)  

CategoryID 分類號 V string(15)  

CDYear 年代號  string(10)  

Currency 幣別  string(10)  

Date 新增日期  datetimetime  

EnglishAbstract 外文摘要  string(1000)  

GPN 統一編號  string(12) GPN/EBN 

ID 識別號  string(10)  

ISBN 國際標準圖書號碼  string(13) ISBN 

Language 語文別  string(3)  

opURL 圖書館藏詳細資料 URL  string(120)  

Photo 政府出版品封面  string 封面 

Price 價格  string(16)  

ProjectID 委辦計畫編號  string(20) MOEAWRA101 

Publisher 出版者  string(120) 水利署 

PublishYear 出版年  string(25)  

Title 題名  string(210) 書名 

TxURL 電子檔路徑  string(120) 電子書線上閱覽的 URL 

Type 類別  string(10) 政府出版品/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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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
導 

WaterResourceResearchA

ndDevelopmentProjectRe

port 

SerialNumber 專題報表序號 V string  

Title 主題  string(512)  

Publisher 發表人  string(50)  

PublisherEmail 發表人 email  string(256)  

Unit 發表人課室  string(256)  

Content 內容  string(-1)  

AttachedFileName 附件(實體檔案名稱)  string  

AttachedFileName 文字 附件(顯示名稱)  string  

PublishDate 發表日期  datetimetime  

StartDate 刊登日期(起)  datetimetime  

EndDate 刊登日期(迄)  datetimetime  

EstablishDate 建立日期  datetimetime  

UpdateDate 更新日期  datetimetime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RiverRestorationCommon

QuestionAndAnswer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Title 主旨  string(100)  

Content 內容  string(-1)  

Date 時間  datetimetime  

LinkURL 文章位置  string(-1)  

水利署電子報 
WaterResourcesAgencyEl

ectronicNewsletter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Title 標題  string(200)  

Category 分類  string(50)  

LinkURL 文章位置  string(-1)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1)  

ImageName 圖名  string(4000)  

ImageURL 圖位置  string(264)  

IssuanceDate 發刊日期  datetimetime  

ModifiedDate 異動日期  datetimetime  

河川復育英文版案例報
導 

RiverRestorationEnglishE

ditionCaseReport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Title 主旨  string(500)  

Content 內容  string(-1)  

Date 時間  datetimetime  

LinkURL 文章位置  string(-1)  

河川復育英文版新聞 
RiverRestorationEnglishE

ditionNews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Title 主旨  string(500)  

Content 內容  string(-1)  

Date 時間  datetimetime  

LinkURL 文章位置  string(-1)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RiverRestorationExpertSp

ecialColumn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Title 主旨  string(500)  

Content 內容  string(-1)  

Date 時間  date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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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string(-1)  

LinkURL 文章位置  string(-1)  

河川專題文章 Riversarticle 

Author 作者  string(50)  

Category 類別  string(50)  

SerialNumber 索引 V int 自動遞增 

Source 資料來源  
string(500) 如 WRISP 、 WEB 、

Manager 等 

SourceURL 文章內容連結  
string(500) 如 WRISP 、 WEB 、

Manager 等 

Summary 摘要  string(-1)  

Title 標題  string(100)  

河川新訊 RiverNews 

ID 索引 V int  

Title 標題  string(50)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1)  

Category 分類  string(50)  

Url RSS 取得位置  string(500)  

ContactUnit RSS 提供機關  string(50)  

政策學習案例 PolicyCase 

Abstract 重點經驗  string  

Background 學習緣由  string  

Content 學習內容  string  

Country 國家  string(20)  

Creater 建立者  string(20)  

CreaterIP 建立者 IP  string(15)  

CreateTim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Editor 編輯人員  string(20)  

ID 編號 V int  

Level 學習層次  string(50)  

ModifyIP 編輯 IP  string(15)  

ModifyName 編輯人員  string(20)  

ModifyTime 編輯時間  datetimetime  

Object 參與對象  string  

SubjectName 案例名稱  string(50)  

Target 學習對象  string  

Year 年份  int  

影音撥放平台 Media 

Creater 建立者  string(20)  

CreaterIP 建立者 IP  string(15)  

CreateTime 建立時間  datetimetime  

Format 格式  string(50)  

ID 編號 V int  

ModifyIP 編輯 IP  string(15)  

ModifyName 編輯人員  stri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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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 

ModifyTime 編輯時間  datetimetime  

PublishDate 日期  datetimetime  

Reviewer 審核人員  string(20)  

ReviewerIP 審核 IP  string(15)  

ReviewTime 審核時間  datetimetime  

Size 檔案大小  double  

Sort 排序  int  

Status 審核狀態  int  

Title 標題  string(70)  

URL 連結  string(200)  

水利法規 
LawsandRegulationsofHy

dralic 

NEWBEGINDATE 最新消息起日  datetimetime  

NEWENDDATE 最新消息迄日  datetimetime  

POSTDATE 公告日期 V datetimetime  

SUBJECT1 法規類別  string(200)  

SUBJECT2 法規子類別  string(200)  

SUBJECT3 法規子類別分類  string(200)  

SUBJECT4 法規子類別子分類  string(200)  

TOPIC 標題 V string(256)  

URL 連結網址  string(512)  

水利署河川主題網站 
WaterResourcesAgencyRi

verThemeWebsite 

Category 分類  string(50) ComboBox 

WebsiteMaintainer 網站提供機關  string(50) Combobox，如水利署等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1)  

WebsiteDescriptionURL 網站說明網址  string(500)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自動遞增 

Title 標題  string(50)  

URL 網站取得位置  string(500)  

河川名詞庫 RiverTerminologyLibrary 

Category 分類  string(50) ComboBox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1)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自動遞增 

ChineseTerminology 中文名稱  string(-1)  

EnglishTerminology 英文名稱  string(-1)  

水利知識文章 
HydraulicEngineeringKno

wledgArticle 

Category 分類    

Description 描述    

ImageDescription 圖片說明    

ImageName 圖名    

ImageURL 圖片連結    

SerialNumber 流水號    

Title 標題    

URL 文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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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水資源作業基金法定預
算 

WaterResourcesOperation

FundSubordinateAgencyB

udget 

-- 機關編號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機關業務別 -- -- 

-- 會計年度 -- -- 

-- 預算階段 -- -- 

-- 預算科目編號 -- -- 

-- 預算來源 -- --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單
位決算 

WaterResourcesAgencyU

nitFinalReport 

-- 歲入來源別決算表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歲出政事別決算表 -- -- 

-- 歲出機關別決算表 -- -- 

-- 
以前年度歲入來源別轉
入數決算表 

-- -- 

--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別轉
入數決算表 

-- -- 

--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別轉
入數決算表 

-- -- 

-- 歲入類平衡表(決算) -- -- 

-- 經費類平衡表(決算) -- -- 

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單
位會計報告 

WaterResourcesAgencyU

nitAccountingReport 

-- 經費類平衡表 -- -- 

電子檔案(一般檔案) 

-- 經費類現金出納表 -- -- 

-- 經費累計表 -- -- 

-- 
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餘
額表 

-- -- 

-- 歲入類平衡表 -- -- 

-- 歲入類現金出納表 -- -- 

-- 歲入累計表 -- -- 

-- 
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餘
額表 

-- --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
位會計報表 

WaterResourcesOperation

FundAccountingStatemen

t 

-- 收支餘絀表 -- -- 

一般電子檔案 -- 

-- 

平衡表 -- --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
情形表 

-- -- 

水利署組織職掌及聯絡
方式 

WaterResourcesAgencyO

rganizationDutyAndConn

ection 

Date 日期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string(300)  

水利署最新消息 
WaterResourcesAgencyN

ews 

Category 最新消息類別  string(100)  

Content 內容  string  

EndDate 截止日期  datetimetime  

Identifier 資料 ID  int  

PublishDate 發布日期  date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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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Title 標題  string(4000)  

URL 相關網址  string(300)  

水利署及所屬法定預算 WRALegalBudget 

 機關編號   

一般電子檔案 

 機關業務別   

 會計年度   

 預算階段   

 預算科目編號   

 預算來源   

水利署及所屬預算案 WRABudgetProposal 

 機關編號   

一般電子檔案 

 機關業務別   

 會計年度   

 預算階段   

 預算科目編號   

 預算來源   

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WaterResourcesOperation

Fund 

 收支預計表及說明   

一般電子檔案  現金流量預計表   

 餘絀撥補預計表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
位決算 

WaterResourcesOperation

FundSubordinateAgencyF

inancialStatement 

 總處制定   

一般電子檔案 

 總處制定標頭   

 資料表   

 資料庫資料表名稱   

 書表名稱   

 系統名稱   

 系統程式編號   

 基金類別   

 書表名稱   

 年度   

 基金   

 階段   

 版本   

 單位   

 總處制定資料集   

 每筆資料   

 資料序號   

 科目層級   

 科目字型粗體   

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 
WaterResourceInvestment

AnalysisInformation 

DomesticCapitalFormatio

n 
國內資本形成  

double 
單位為百萬元 

GovernmentCapitalForma

tion 
政府資本形成  

double 
單位為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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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AmountOfInvestment 水資源投資額  double 單位為百萬元 

GrossNationalProduct 國民生產毛額  double 單位為百萬元 

SerialNumber 流水號 V int  

Population 年底人口  double 單位為千人 

Year 年度  string(3)  

水利署_決算書 
WaterResourcesAgencyFi

nalReport 

CategoryName 分類 V string(100)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Edit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招標及決標訊息 

WaterResourcesAgencyT

heAnnouncementForTend

erAndAwardOfPublicBid

ding 

CategoryName 分類 V string(100)  

Title 標題 V string(8000)  

Edit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預算書 
WaterResourcesAgencyB

udgetReport 

CategoryName 分類 V string(100)  

Title 標題 V string(8000)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支付或接受之補
助 

WaterResourcesAgencyS

ubsidyCases 

CategoryName 分類 V string(100)  

BudgetCategory 預算類別  string(100)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相關行政救濟案
例 

WaterResourcesAgencyA

dministrativeRemedyCase

s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pdateTime 更新時間 V datetimetime  

UniformResourceLocator 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行政指導文書 

WaterResourcesAgencyA

dministrativeGuidanceDo

cuments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pdateTime 更新時間 V datetimetime  

UniformResourceLocator 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施政計畫 
WaterResourcesAgencyA

dministrativePlan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pdateTime 更新時間 V datetimetime  

UniformResourceLocator 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_統計動態 
WaterResourcesAgencyD

ynamicStatistics 

CategoryName 標題 V string(4000)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
行成果經費統計(鄉鎮市
區公所) 

WaterResourceConservati

onAndCompensationFund

Statistics(TownCityAndD

istrictOffice) 

Year 年度  int  

ConservationArea 水質水量保護區 V string(40)  

County 縣市名稱  string(255)  

Town 鄉鎮名稱  string(255)  

PaymentItemName 款項  string(100)  

ExecutiveBudget 執行經費  decimal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第三章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318 

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ExecutiveProportion 比例  decimal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ElectronicalMeetingCalan

dar 

OrganizationIdentifier 機關編號 V int  

OfficialDocumentNumber 公文文號 V string(12)  

MinistryDocumentNumbe

r 
部文號  

string(12) 
 

RegistryDepartmentName 收創單位名稱  string(40)  

RegistryDivisionNumber 收創科別名稱  string(40)  

RegistryUserName 收創人員名稝  string(20)  

RegistryTime 收創時間  string(18)  

OrganizationName 來文機關  string(80)  

OrganizationDocumentNu

mber 
來文字號  

string(60) 
 

OrganizationDocumentSe

ntDate 
來文日期  

string(9) 
 

MeetingDate 開會日期  string(18)  

DocumentDescription 主旨  string(300)  

DocumentType 文別  string(32)  

SpeedType 速別  string(8)  

SecretType 密等  string(8)  

CopyType 本別  string(4)  

DocumentAttribute 公文性質  string(40)  

ResponseDepartmentNam

e 
承辦單位  

string(40) 
 

ResponseDivisonName 承辦科別  string(40)  

ResponseUserName 承辦人  string(20)  

BeginningTime 起算時間  string(18)  

Deadline 限辦日期  string(9)  

AttachmentType 附件型式  string(1)  

JudgementType 簽核型式  string(1)  

Remark 備註  string(80)  

CreationTime 建立日期  string(18)  

ModifiedUserName 修改人員  string(20)  

ModifiedTime 修改時間  string(18)  

ReservedField1 保留欄位 1  string(60)  

ReservedField2 保留欄位 2  string(20)  

ReservedField3 保留欄位 3  string(20)  

ReservedField4 保留欄位 4  string(20)  

ReservedField5 保留欄位 5  string(20)  

意見信箱 PublicMailContent 
LetterIdentifier 信件編號 V string(65535)  

Deadline 限辦日期  string(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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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SentDate 來信日期  string(65535)  

Name 姓名  string(65535)  

Gender 性別  string(65535)  

CommentsAndSuggestion

s 
意見內容  

string(65535) 
 

ResponseDepartmentNam

e 
處理單位  

string(65535) 
 

Telephone 聯絡電話  string(65535)  

Email 電子信箱  string(65535)  

AddressCounty 居住地  string(65535)  

意見信箱(密件) 
ConfidentialPublicMailCo

ntent 

LetterNumber 信件編號 V string(65535)  

ResponseDepartmentNam

e 
處理單位  

string(65535) 
 

成果與會議照片集 ConferencePhoto 

Category 類別  int  

Creater 建立者  string(20)  

FileName 檔案名稱  string(50)  

ID 編號 V int  

Keyword 關鍵字  string(100)  

Note 備註  string(100)  

PreviousFileName 舊的檔案名稱  string(50)  

Remark 備註  string(200)  

Reviewer 審核人員  string(50)  

Sort 排序  string(10)  

Status 狀態  int  

Theme1 主題分類 1  int  

Theme2 主題分類 2  int  

Theme3 主題分類 3  int  

Year 年份  int  

署長文稿 MinisterArticle 

ArticleTitle 文稿標題  string  

Category 類別  int  

Citation 出處  string(50)  

Content 文稿內容  string(50)  

Creater 建立者  string(20)  

FileName 檔案名稱  string(100)  

FlagStatus 狀態  int  

ID 編號 V int  

Location 地點  string(50)  

ModifyIP 編輯 IP  string(15)  

ModifyName 編輯人員  string(20)  

ModifyTime 編輯時間  date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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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Name 名稱  string(50)  

Objective 對象  int  

Reviewer 審核人員  string(50)  

Status 確認狀態  int  

Time 時間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string(100)  

水利署國賠統計 

WaterResourcesAgencyG

overnmentCompensationS

tatistical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統計資料指標 
WaterResourcesAgencySt

atisticalDataIndicator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公務統計方案 

WaterResourcesAgencyP

ublicserviceStatisticSche

me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統計書刊 

WaterResourcesAgencySt

atisticBooksAndPeriodica

ls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WaterResourcesAgencyH

ydraulicStatisticMessage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節表揚大會 
HydrauliFestivalPraiseCo

nvention 
    一般電子檔案 

自來水管承裝商聘僱中
人員統計資料 

HiringEmployeeStatisticsI

nformationOfTapWaterPi

peInstallationFactory 

SerialNumber 紀錄序號 V long  

Year 年度  int  

Gender 性別  
string(1) 0 代表不明、1 代表男、2

代表女 

AgeInterval 年齡區間  

string(1) 1 代表 20 歲以下、2 代
表 21~30 歲、 3 代表
31~40 歲、4 代表 41~50

歲、5 代表 51~60 歲、6 

代表 61~70 歲、7 代表 71

歲以上 

County 縣市名稱  string(6)  

HiringClass 聘僱類別  string(20) 技工或技術員 

NumberOfHiringEmploye

e 
聘僱人數  

int 
 

水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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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名稱 交換標準英文名稱 交換標準欄位英文名稱 欄位內容 主索引鍵 資料型別 說明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TheDomesticConsumptio

nOfWater 

Year 統計年度 V string   

ExecutingUnit 縣市別 V string   

TheDomesticConsumptio

nOfWater 
生活用水量   

string 
立方公尺 

PopulationServed 年中供水人數   string 人 

TheDailyDomesticConsu

mptionOfWaterPerPerson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string 
公升/人日 

Remarks 備註   string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SaturationOfWaterSupply 

Year 統計年度 V string   

ExecutingUnit 機構別 V string   

PopulationInServedArea 行政區域人數   string   

ActualPopulationServed 實際供水人數   string   

PercentageOfPopulationS

erved 
供水普及率   

string 
  

Remarks 備註   string   

自來水用水量 TapWaterConsumption 

County 縣市 V string  

Month 月份 V string  

TheDailyDomesticConsu

mptionOfWaterPerPerson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公
升) 

V 
string 

 

Town 鄉鎮 V string  

Year 年份 V string  

水利署公務統計報表 
WaterResourcesAgencyR

egisterStatisticalReport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統計分析 
WaterResourcesAgencySt

atisticAnalysis 

Category 分類 V string(100)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WaterResourcesAgencyH

ydraulicStatisticMessage 

Date 日期 V datetimetime  

Title 標題 V string(4000)  

URL 連結網址 V string(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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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_1 

政府資訊公開法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212561 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 24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

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

主參與，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第 3 條 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

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

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

之訊息。 

第 4 條 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試）驗、

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 

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於本法適用範圍

內，就其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 

第 5 條 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第二章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 

第 6 條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

原則，並應適時為之。 

第 7 條 下列政府資訊，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

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

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

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

箱帳號。 

四、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六、預算及決算書。 

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前項第五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

行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

告。 

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指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之成員組成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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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成員名單。 

第 8 條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

性，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 

一、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二、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三、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 

四、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五、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政府資訊，應採前項第一款之方式主動公開。 

第三章 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第 9 條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

人、團體，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持有中華民國

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亦同。 

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訊者

為限，亦得依本法申請之。 

第 10 條 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或通訊地

址及聯絡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

或營業所所在地；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及通訊處

所。 

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旨及件數。 

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五、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

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 11 條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其能補正者，政府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

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不補正者，得逕行駁回之。 

第 12 條 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

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前項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應先以書面通知

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見。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

團體已表示同意公開或提供者，不在此限。 

前項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所在不明者，政府機關應將通知內容公

告之。 

第二項所定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未於十日內表示意見者，政府機關得

逕為准駁之決定。 

第 13 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政府資訊所在媒介物之

型態給予申請人重製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其涉

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難於執行者，得僅供閱覽。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附錄一 政府資訊公開法 

附錄一_3 

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律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方式主動公開者，政府機關得以告知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第 14 條 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

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 

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書，除載明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五款規定之事項外，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更正或補充資訊之件名、件數及記載錯誤或不完整事項。 

二、更正或補充之理由。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

認證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 15 條 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

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申請政府機

關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時，準用之。 

第 16 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除當場繳費取件

外，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提供之方式、時間、費用及繳納方法或更

正、補充之結果。 

前項應更正之資訊，如其內容不得或不宜刪除者，得以附記應更正內

容之方式為之。 

政府機關全部或部分駁回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應以

書面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

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或申請時已註明電子傳遞地址者，第一項

之核准通知，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 17 條 政府資訊非受理申請之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得者，該受理

機關除應說明其情形外，如確知有其他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

或取得該資訊者，應函轉該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第四章 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 

第 18 條 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

限制、禁止公開者。 

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

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

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

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

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

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 

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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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

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

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

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

值之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

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

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第 19 條 前條所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政府資訊，因情事變更已無限制

公開或拒絕提供之必要者，政府機關應受理申請提供。 

第五章 救濟 

第 20 條 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

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第 21 條 受理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訟時，得就該

政府資訊之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審理。 

第六章 附則 

第 22 條 政府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向申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其費用

得予減免。 

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訊之檢索、審查、複製及重製所需之成本；其

收費標準，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第 23 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法予以懲戒或

懲處。 

第 2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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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7 日訂定 

 

為便利民眾共享及應用政府資料、促進及活化政府資料應用、結合民間創意提

升政府資料品質及價值、優化政府服務品質，訂定本條款。 

定義 

資料提供機關：指將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之各類電子資料，透過本條

款釋出予公眾之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及行政法人。 

使用者：指依本條款規定取得開放資料，並對其利用之自然人、法人或

團體，包括依本條款授權使用者再轉授權利用之人或團體。 

開放資料：指資料提供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或經授權得再轉授權

第三人利用之資料，並以公開、可修改，且無不必要技術限制之格式提

供者，包括但不限於下列著作： 

23. 編輯著作：選擇、編排具有創作性，而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資料庫或其

他結構化資料組合。 

24. 素材：指開放資料集合物中，其他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獨立著作。 

衍生物：指依本條款所提供之開放資料，進行後續重製、改作、編輯或

為其他方式利用之修改物。 

資訊：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純粹紀錄，並隨同開放資料一併提供者。

前揭資訊除本條款授與權利之規定外，比照有關開放資料之規定辦理。 

授與權利 

各機關所提供之開放資料，授權使用者不限目的、時間及地域、非專屬、

不可撤回、免授權金進行利用，利用之方式包括重製、散布、公開傳輸、

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演出、編輯、改作，包括但不限

於開發各種產品或服務型態之衍生物。 

使用者得再轉授權他人為前項之利用。 

使用者依本條款規定利用開放資料，無須另行取得各資料提供機關之書

面或其他方式授權。 

本條款之授權範圍不包括專利權及商標權。 

課予義務 

使用者利用依本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視為同意遵守本條款之各項規定，

並應以尊重第三人著作人格權之方式利用之。 

使用者利用依本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及後續之衍生物，應以符合附件

所示「顯名聲明」要求之方式，明確標示原資料提供機關之相關聲明；

未盡顯名標示義務者，視為自始未取得開放資料之授權。 

版本更新及授權轉換 

本條款如有修正，依舊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於新條款公告時，使用者

得選擇採用新條款利用。但原資料提供機關，於提供開放資料時，已訂

明其使用之特定版本條款者，不在此限。 

本條款與「創用 CC 授權 姓名標示 4.0 國際版本」相容，使用者依本條

款利用開放資料，如後續以「創用 CC 授權 姓名標示 4.0 國際版本」

規定之方式利用，視為符合本條款之規定。 

停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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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資料提供機關得停止全部或一部開放資料之提供，使用

者不得向資料提供機關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25. 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事由，致各資料提供機關評估繼續提供該開放資

料供公眾使用，已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26. 所提供之開放資料，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或其他法律上利

益之虞。 

免責聲明 

依本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不構成任何資料提供機關申述、保證或暗示

其推薦、同意、許可或核准之意思表示；各資料提供機關僅於知悉其所

提供之開放資料有錯誤或遺漏時，負修正及補充之責。 

使用者利用依本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受有損害或損失，或致第三人受

有損害或損失，而遭求償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各資料提供機關不負

任何賠償或補償之責。 

使用者利用依本條款提供之開放資料，因故意或過失，致資料提供機關

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因此向資料提供機關請求賠償損害，使用者應對各

機關負賠償責任。 

準據法 

本條款之解釋、效力、履行及其他未盡事宜，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附件：顯名聲明 

提供機關／單位 [年份] [開放資料釋出名稱與版本號] 

此開放資料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進行

公眾釋出，使用者於遵守本條款各項規定之前提下，得利用之。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http://data.gov.tw/?q=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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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河川 

水位 

日水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LevelDai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日水位年度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LevelYearlyStatist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日水位歷年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LevelHistoricalStatist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河川水位測站站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StageObservatory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

sd 

時水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LevelHour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即時水位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altimeWaterLeve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

sd 

警戒水位值影響範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LevelAlertedAre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現

存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ExistedRiverStageObservatoryLocation.

xml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_已

廢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AbolishedRiverStageObservatoryLocati

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警戒水位值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EvaluatedAlertWaterLeve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流量 

日流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FlowDai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日流量年度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FlowYearlyStatist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日流量歷年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FlowHistoricalStatist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WaterLevelClass.xsd 

時流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FlowHour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StreamFlowClass.xsd 

河川流量測站站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FlowObservatory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

sd 

河川即時表面流速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RiverRealtimeSurfaceFlowVelocity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sd 

無因次單位歷線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DimensionlessUnitHydrograph.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StreamFlowClass.xsd 

實測流量含砂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SandCont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s.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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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_2 

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現

存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Existed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n.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StreamFlowClass.xsd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_已

廢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AbolishedRiverFlowObservatoryLocatio

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StreamFlowClass.xsd 

河川管理 

河川斷面樁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RiverCrossP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s.xsd 

河川代碼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Cod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

sd 

疏濬點位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Dredging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

sd 

各河川局年度許可案件統

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AdmissionCas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RiverClass/HydrologyRiverClass.xsd 

河川支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SubsidiaryBasi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

s.xsd 

河川河道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CourseBasi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

s.xsd 

河川局遠端監控影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EnvironmentalSurveillancegImage.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

s.xsd 

河川土地 -- 

水利事業歷史用地取得作

業執行情形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istoricalLandRetrievingRecord.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adastreClass/HydrologyRiv

erCadastreClass.xsd 

水利署轄管河川綠美化場

地可開放認養維護管理案

件表 

-- -- 

水利署轄管河川或排水綠

美化場地已認養維護管理

案件表 

-- -- 

地下水 -- 
地下水日水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GWLevelDai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LevelClass.

xsd 

地下水水位年度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AnnualS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x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HydrologyG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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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_3 

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ml ndWaterClass.xsd 

地下水水位觀測井井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GroundwaterWaterLevelObservationWel

l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HydrologyGrou

ndWaterClass.xsd 

地下水時水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GWLevelHour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LevelClass.

xsd 

地下水水位歷年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istoricalStatisticsOfGroundwaterLevel.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HydrologyGrou

ndWaterClass.xsd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_現

存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ExistedGroundwaterWell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Le

velClass.xsd 

鑿井記錄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NewWellRecord.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QualityClas

s.xsd 

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站況基

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GroundwaterQualitySt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QualityClas

s.xsd 

地下水水質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GroundwaterQualit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GroundWaterClass/GroundwaterQualityClas

s.xsd 

地層下陷 -- 

地層下陷監測井井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LandSubsidenceWel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LandSubsidenceClass/HydrologyLandSubsi

denceClass.xsd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

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

SubsidenceGPSStation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LandSubsidenceClass/HydrologyL

andSubsidenceClass.xsd 

水利署地層下陷 GPS 測站

監測資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ContinuousLand

SubsidenceGPSStationSubsidenceObservation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LandSubsidenceClass/HydrologyL

andSubsidenceClass.xsd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

監測井基本資料 

-- -- 

水利署地層下陷磁環分層

監測井監測資訊 

-- -- 

水資源相關單位 --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AndSubUnitLoc

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latedAgencyClass/HydrologyRe

latedAgencyClass.xsd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OfficeJurisdic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latedAgencyClass/Hydrolog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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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latedAgencyClass.xsd 

水資源分區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Zoning.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latedAgencyClass/HydrologyRe

latedAgencyClass.xsd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ManagementOfficeJurisdiction.xm

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

s.xsd 

水源特定區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SourcesDistric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Water

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Class.xsd 

淹水災情 -- 

設施水利災情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oodProte

ctionClass.xsd 

設施水利災情-照片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acilityDisasterInformationImag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oodProte

ctionClass.xsd 

淹水災情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DrainFacilitiesClass/HydrologyDrainFaciliti

esClass.xsd 

淹水災情-照片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loodingDisasterInformationImag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DrainFacilitiesClass/HydrologyDrainFaciliti

esClass.xsd 

環境敏感 

-- 

高屏溪水系隘寮溪支流武

洛溪區域範圍圖 

-- --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濁

口溪區域範圍圖 

-- -- 

高屏溪水系荖濃溪支流隘

寮溪區域範圍圖 

-- -- 

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

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與

執行成果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ompensationImpos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

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專戶運用小組名單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ommitteeMemb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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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QualityandQuantityProtectionAreaClass.xsd 

河川生態 

水利署兩棲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Amphibi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爬蟲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Rept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哺乳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Mamma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陸上昆蟲類調查資

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Insec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魚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Fish.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鳥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Ave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植物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Planta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PrawnCrab.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利署藻類調查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cologicalSurve

yDataOfAlga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溫泉 臺灣溫泉監測季報 -- -- 

水庫集水區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水庫

集水區範圍圖 
-- -- 

易淹水 

歷史淹水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istoricalFloodingAre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DrainFacilitiesClass/HydrologyDra

inFacilitiesClass.xsd 

淹水潛勢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InundationProbabilityMap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Hydrol

ogySensitiveEnvironmentClass.xsd 

水庫 -- 水庫平時營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istoricalReservoirExecu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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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水庫即時營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altimeReservoirExecu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警戒水庫水位值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servoirAlertMeasurm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水庫堰壩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servoirDam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水庫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servoirs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水庫淤積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servoirsSedimentationStatisticalData.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水庫營運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eservoirsOperationStatistical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曾文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ZengwenReservoirRealTime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阿公店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AgongdianReservoirRealTime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牡丹水庫即時水情資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MudanReservoirRealTimeDat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枯旱預警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DroughtWarning.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eservoirClass/HydrologyReservoi

rClass.xsd 

水庫日水位 -- -- 

防洪設施 -- 

水利署水利防災用影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RealtimeImageC

apturedForDisasterPreven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RiverClass/RiverManagementClas

s.xsd 

防汛備料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looddefensemateria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oodProte

ctionClass.xsd 

防汛場所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Flooddefenseshelt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oodProte

ctionClass.xsd 

防汛備料地點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水資源資料交換標準                                                                                                       附錄三  詮釋資料及資料典 XSD 

附錄三_7 

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a/opendata/0.34.0/FloodDefenseMaterialLocation.xml ndata/0.3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

oodProtectionClass.xsd 

中央管河川河堤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entralControlledRiverBank.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

oodProtectionClass.xsd 

中央管海堤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entralControlledSeaDik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

oodProtectionClass.xsd 

中央管排水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entralControlledDrainag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

oodProtectionClass.xsd 

中央管水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entralControlledWaterGat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FloodProtectionClass/HydrologyFl

oodProtectionClass.xsd 

抽水站水情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umpingHydro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DrainFacilitiesClass/HydrologyDrainFaciliti

esClass.xsd 

抽水站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PumpingStation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DrainFacilitiesClass/HydrologyDra

inFacilitiesClass.xsd 

水權 -- 水權統計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ightsRegistr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WaterRightClass/WaterRightsRegi

strationClass.xsd 

近海水文 

-- 

近海水文氣象站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oastalOceanWeatherStationLocation.x

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OceanClass/WaveClass.xsd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DistributionOfWaterResourcesAgencys

CoastalDataBuoy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OceanClass/WaveClass.xsd 

潮位 

時潮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TidalHour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OceanClass/TidalClass.xsd 

潮位月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TidalMonth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OceanClass/TidalClass.xsd 

近海水文潮位站位置圖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CoastalOceanTideStation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OceanClass/TidalClass.xsd 

波浪 
波高週期波向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veTHD.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OceanClass/WaveClass.xsd 

波高週期統計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v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OceanClass/WaveClass.xsd 

降雨 -- 雨量站站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recipitationSt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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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ass.xsd 

時雨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recipitationHour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ass.xsd 

日雨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recipitationDai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ass.xsd 

日雨量年度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recipitationStatist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ass.xsd 

最大月雨量強度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MaximunMonthlyPrecipit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ass.xsd 

警戒雨量值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ainfallAlertMeasurm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

pitationClass.xsd 

警戒雨量值影響範圍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ainfallAlertAlertedAre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

pitationClass.xsd 

HORNER 參數表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IntensityDurationFrequencyParameter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pitationCl

ass.xsd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現

存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xistedPrecipitat

ionStation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

pitationClass.xsd 

水利署雨量站位置圖_已

廢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AbolishedPrecip

itationStationLo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

pitationClass.xsd 

水利署所屬雨量站基本資

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RainfallStations

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PrecipitationClass/HydrologyPreci

pitationClass.xsd 

水利管理 

工程管理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opendata)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In-ProcessingConstruc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施工中工程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In-ProcessingConstruc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ConstructionManagem

entClass.xsd 

水利工程契約範本 -- -- 

計畫管理 水利署委辦計畫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CommissionedP

roject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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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水利署研究計畫報告書基

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ResearchProject

ReportProfi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列管計畫執行情形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ControlledProjectStatu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ProjectManagementCla

ss.xsd 

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ControlledProject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ProjectManagementCla

ss.xsd 

水利署列管計畫基本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ControlledProjec

tInfor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

nClass.xsd 

投資開發 

水資源投資統計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Investm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Investmentan

dDevelopmentClass.xsd 

水資源建設決算表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DevelopmentFinalAccountsShee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InvestmentandDevelop

mentClass.xsd 

水資源研發決算表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WaterDevelopmentBudgetShee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InvestmentandDevelop

mentClass.xsd 

知識管理 

水資源研究發展專題報導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ResearchAndDevelopme

ntProjectRepor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河川復育常見問答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RestorationCommonQuestionAnd

Answ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水利署電子報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ElectronicNews

pap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河川復育英文版案例報導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RestorationCaseReportInEnglishE

di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河川復育英文版新聞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RestorationNewsInEnglishEdition.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河川復育達人專欄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RestorationExpertColum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河川專題文章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TopicArtic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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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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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anagementClass.xsd 

河川新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New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政策學習案例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olicyCas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anageme

ntClass.xsd 

影音撥放平台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Media.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anageme

ntClass.xsd 

水利法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LawsandRegulationsofHydralic.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anageme

ntClass.xsd 

水利署河川主題網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RiverThemeWeb

sit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水利署政府出版品書目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Public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圖書清單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LibraryCatalogu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nClass.xs

d 

河川名詞庫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RiverTerminologyLibrar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KnowledgeM

anagementClass.xsd 

水利知識文章 -- -- 

一般行政 

水資源作業基金法定預算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

ateAgencyBudge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決算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UnitFinalReport.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會計報

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UnitAccounting

Repor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

會計報表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Accounti

ngStatem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組織職掌及聯絡方

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OrganizationDut

yAndConnec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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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水利署最新消息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New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及所屬法定預算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RALegalBudge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及所屬預算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RABudgetProposa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資源作業基金預算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資源作業基金附屬單位

決算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OperationFundSubordin

ateAgencyFinancialStatem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資源投資分析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InvestmentAnalysisInfor

m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決算書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FinalRepor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招標及決標訊息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TheAnnouncem

entForTenderAndAwardOfPublicBidding.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預算書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BudgetReport.x

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支付或接受之補

助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SubsidyCases.x

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相關行政救濟案

例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R

emedyCase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行政指導文書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G

uidanceDocument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施政計畫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AdministrativePl

a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水利署_統計動態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DynamicStatisti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WaterRightClass/Hydrology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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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cs.xml RightClass.xsd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

成果經費統計(鄉鎮市區公

所)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ConservationAndCompe

nsationFundStatistics(TownCityAndDistrictOffic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電子化會議行事曆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ElectronicalMeetingCalanda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ministrati

onClass.xsd 

意見信箱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PublicMailCont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ministrati

onClass.xsd 

意見信箱(密件)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ConfidentialPublicMailConte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ministrati

onClass.xsd 

成果與會議照片集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ConferencePhoto.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nClass.xs

d 

署長文稿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0.34.0/MinisterArticl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0.3

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nClass.xs

d 

水利節表揚大會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ydrauliFestivalPraiseConven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

nClass.xsd 

自來水管承裝商聘僱中人

員統計資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HiringEmployeeStatisticsInformationOf

TapWaterPipeInstallationFactor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Administratio

nClass.xsd 

水利署國賠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GovernmentCo

mpensationStatistical.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統計資料指標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alDataIn

dicato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公務統計方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PublicserviceSta

tisticSchem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統計書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BooksA

ndPeriodicals.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水利統計簡訊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HydraulicStatisti

cMessage.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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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階層 
交換標準名稱 

XSD 下載網址 

主階層 子階層 詮釋資料 資料典 

水利統計 --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TheDomesticConsumptionOfWat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SaturationOfWaterSupply.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SeawaterDesalinationPlan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StateOfDesalinationPlantOperation.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HydrologyAdministrationClass/HydrologyAd

ministrationClass.xsd 

自來水用水量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TheConsumptionOfWater.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公務統計報表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RegisterStatistic

alReport.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水利署統計分析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metadat

a/opendata/0.34.0/WaterResourcesAgencyStatisticAnalysis

.xml 

http://data.wra.gov.tw/WraStandardWrisp/standard/xsd/ope

ndata/0.34.0/StatisticofWaterResourcesClass/StatisticofWa

terResourcesClass.x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