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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熱水鍋爐及管線採購案採購規範 2 

(一)施工規範 

    本案及施工規範、契約和招標須知內之有關本案之敘述均視為本案內 

容。對其之解釋採甲方之意見。乙方以責任施工方式按裝完整之『熱水鍋爐 

及新設管路』，契約價金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契約所需全部材料、人 

工、機具、設備及施工所必須之費用。 

  
    施工地點：苗栗看守所。 
 
    施工期限：105年 7月 18日起至 105 年 9月 15日止。 
 

(施工及系統配裝說明)： 

1. 本案及施工規範、契約和招標須知及乙方提出之施工圖及施工用料明
細均互補為本案內容之範圖。 

2. 本案系統流程為：新設置 70,000kcal熱水鍋爐與汰舊換新設置

70,000kcal熱水鍋爐，供應 1樓熱水，並新設熱水管路至各舍房。 

3. 本案管路施工範圍為本所男所大樓頂樓北側至南側及 1 樓，熱水管路
應於男所大樓頂樓北側至南側，並於男所大樓頂樓南、北兩側指定地點，經樓
頂、2 樓外牆、1 樓外牆洗孔(孔徑需容納 1/2”＋25mmTPE 棉＋外覆 0.3mmT
鋁皮保溫口徑)計 29 孔至 1 樓指定地點，並於每一房舍設置水龍頭，全程以
1/2”鍍鋅管配管。  
一、熱水鍋爐及管線。 

1、豎型煙管式熱水鍋爐(符合小型鍋爐之規定)。 

1-1型式: 豎型煙管式熱水鍋爐 70,000kcal(一台)。 

1-2 設計條件: 

    1-2-3製熱能力≧70,000kcal/hr。 

    1-2-4蒸汽壓力:最大使用壓力 6kg/cm2。 

    1-2-5 鍋爐效率:89%以上。 

    1-2-6 傳熱面積:4 m2。以上     

    1-2-7 使用燃料:瓦斯(LNG)。   

    1-2-8 操作方式:運轉、燃燒  

    1-2-9 通風方式:強制通風 

    1-2-10給水控制:無水異常通知並切斷燃燒。 

    1-2-11燃燒控制:on-off。 

    1-2-12爐體水管構造:梯形煙道設計。 

    1-2-13微電腦溫度控制 

    1-2-14鍋爐排放煙囪：煙囪直徑 150mm*高度 4M 

                         材質 SUS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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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措施: 

   1-3-1停電緊急停止裝置。 

   1-3-2 爐內超溫自動停機外另裝安全閥緊急吹洩補助。     

   1-3-3燃燒機熄火緊急停止及防止空燃燒自動熄火裝置。 

   1-3-4鍋爐給水部份失水自動停機及無水警報裝置。 

   1-3-5 排氣溫度異常緊急停止裝置。 

   1-3-6 鍋爐顯示故障訊號裝置。 

   1-3-7 具備熱水溫度或感溫開關以預防鍋爐溫昇超壓。 

1-4 本鍋爐設計製造應依 CNS10897 B1341鍋爐製造規章辦理。 

1-5本鍋爐設備應經檢查機構檢驗合格，交貨時應檢附構造檢查合格

相關資料文件正本。(可使用同等≧規劃之產品,交貨時檢附相關

證明)。                                                                                                                                                                                                                                                                                                                                          

           1-6恆壓給水泵(一套) 

                 泵浦馬力：1HP 

                 最大輸出量:70L/min 

                 揚程：20M 

           1-7開放式除熱水槽 

              1-7-1容量:3000L 

              1-7-2材質:SUS-304*1.5mmt 

              1-7-3尺寸：依現場可行之尺寸設計 

              1-7-4保溫:PE 1”外覆烤漆板 

              1-7-5安裝說明: 

               (1)熱水出口需安裝主閥 1”*1只 

               (2)熱水配置需有二迴路，需各安裝一組出口閥(口徑:1”) 

(3)熱水管共有 2個出口，需各安裝一組 1”閘閥 

(4)迴收水接回儲熱水槽 

(5)熱水加溫控制閥，採用電磁閥 1” 

            1-8控制箱 

              1-8-1溫度控制器: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1-8-2 超溫、無水、循環泵警示燈 

 

  

3、 配管及保溫 

    3-1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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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鍍鋅管  

     1”鍍鋅管 

3-2保溫 

保溫棉：PE;1” 

外覆材質：鋁皮 0.3mmt 

4、 配管零件 

 4-1 鍛造球塞閥 

  材質：黃銅 

  口徑：1” 

 4-2 鍛造球塞閥 

  材質：黃銅 

  口徑：3/4” 

 4-3鍛造球塞閥 

  材質：黃銅 

  口徑：1/2” 

            4-4快開水龍頭 

     材質：SUS 

     口徑：1/2” 

           

  5、安裝施工。 

 

  6、電氣控制箱及配線施工。 

 

  7、配管及閥件保溫施工。 

 8、本案拆除、吊運、雜項配合事務（含吊運到指定地點）。 

 9、試驗、試車檢查及教育訓練。 

 10、施工範圍 

10-1 廠商應按本施工規範辦理本案內容所列各項設備之詳細細部設計、
製造、運輸、保養、安裝、油漆、檢驗、試運轉及試驗等工作，並提
供備用配件及維護上列各項設備所須之特殊工具。廠商應於投標前至
現場察看情況，（包括電力配置、及一切相關設施工程），再確實報價，
得標後不得以不明情況或漏未估算等理由要求加價。 

10-2 廠商應提供辦理本案所須之一切材料、機具及人工，包括運輸、安
裝及試驗所須之一切臨時設施、材料及製品等。 

10-3 施工不得損壞原有建築物之安全結構，亦不得損壞本所其他設備或 
     財務（因施作而必須拆除部份經本所同意者除外）。 
10-4 所需之各項機具設備(含搭架)均由得標廠商自理。 



    4                             11-採購規範 2.doc 

 

10-5 廠商應負責訓練本所（以下簡稱機關）之人員操作維護 2 小時以上 

    至熟練為止，教育訓練人員必須具備證照鍋爐操作人技術士乙級以
上。 

    訓練操作項目至少包含： 

 (1)設備管線佈置說明。 

 (2)機械名稱解說。 

 (3)設備檢查保養事項及要領。 

 (4)簡易故障排除。 

10-6 廠商應編撰設備之操作及維護手冊，並於驗收前提送相關資料各 1 

    份，該手冊至少應包括： 

 (1)竣工圖。 

 (2)有關設備之說明書、型錄。 

 (3)設備之裝置、拆卸、操作及維護步驟及要求。 

 (4)設備必須拍照施工前、中、後照片。 

 (5)以上相關文件必須另提供電子檔。 

 (6)教育人員技術士證照 
 

 11、施工技術規範之瞭解 

  投標廠商應詳細研讀本案及施工規範，並赴工地勘查，以研判對於本 

  案及承攬價格之影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之費用包含其報價內 

  ，因此廠商不得於簽約後提出任何異議，或藉詞向機關要求補償或推 

  卸契約責任。投標廠商如發現本案圖說有不清楚、矛盾、遺漏或錯誤 

  之處，所有之澄清依投標須知規定期限內以書面為之，本案契約簽訂 

  前或契約執行期間，不論機關之任何人員之口頭承諾或言論，均不影 

  響或變更契約文件規定之條款或義務。 

   本工程所用之材料規格，除標單及圖說另有註明者外，其餘須符合本 

  章所訂之規範，同時必需均為全新品。 

      11-1、鍍鋅鋼管：(最小厚度如下表) 

標稱管徑 

(in) 
1/2 1 

厚度 

(mm) 
1.6 2.0 

11-2、配管材料說明： 

1、管件： 

    (1) 一律採用鍍鋅管、牙口銜接。 

2、管架：採用鍍鋅 2”*2”角鋼施作。 

4、U 型螺絲材質：採用鍍鋅材料。 

 5、螺絲材質：採用鍍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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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保溫：PE保溫棉 25mm(外覆鋁皮保溫 0.3T)  

11-3、配管安裝： 

         11-3-1、一般規定： 

(1) 屋內外配管部份均為明管裝置，除特別註明者外，所有管線不得

埋設於混凝土內。 

(2) 所有屋內配管應配合其他系統之管線，以裝設於適當處或靠近牆

面全部整齊排列為原則，管線應與牆面平行或垂直屋外配管應與

建築物平行或垂直。 

(3) 管路貼於外牆面，牆壁均須具備套管，套管之長度至少與穿過之

建築部分相等，穿越地板及屋頂者，應高出 1 吋，套管與管路間

之空隙應以軟性防水之填充劑，沿週邊填滿，管路經過建築物伸

縮縫處，均須加裝伸縮管，與機器相接處，應裝用由任，以便拆

卸。 

(4) 所有外露之管線，其吊管架及支架須能適應管之伸縮，防止搖動，

並能調整高低保持管規定之坡度，承包人應參照建築及結構圖，

選擇適合各種不同處所之管架、支架及固定架等之型式，其支持

及固定間距應以下列附表之規定。 

附表一  吊管架及支架間距 

配管系統

別 

管種 項別 吊管架及支架間距 

立管 鍍鋅鋼管  每層一處以上 

橫管 鍍鋅鋼管  每 3 公尺以內一處 

(5) 安裝管線期間，若因故工作暫停時，所有管口空端應加以塞頭或

其他管蓋封閉，以防止砂石或雜物侵入。 

(6) 凡管吊架、支架、固定架及螺絲均須採用鍍鋅材料。 

           (7) 施工前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a. 電焊人員須有電焊執照之電焊技術士。 

         11-3-2、管線安裝前檢查： 

(1) 裝接管前應將管內清理乾淨，並將管件詳細檢查確實無損後，方 

   可使用。 

(2) 所安裝之管線是否與圖面相符（尺寸及材料）。 

(3) 閥類安裝流向及手柄方向是否正確。 

(4) 管線上之焊疤，焊渣是否全部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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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線是否水平、垂直及彎曲現象（圖面標示有傾斜角度時以圖示 

   為準）。 

(6) 管線與管線之間隔是否依圖面規定。 

(7) 材質、型式、尺寸、墊圈材質規格，是否合乎規定，鎖緊方法是

否正確。 

(8) 管支撐型式、規格是否正確、臨時點是否磨除。 

若因設計變更現場與設計圖面不符時，需即刻請示與業主商議，經

修改圖面後，所需之修改焊口以 1.5 倍計算，不得任意修改之，如

因不照圖面施工，除管線安裝後，承包商須負責清理焊渣污點，若

有修改或增加工作，承包商仍應配合施工，不得推諉。 

         11-3-3、管件施工： 

(1) 採用牙接方式。 

(2) 管徑大小變更之處，應使用異徑接頭，使用卜申、彎頭等應參照

使用標準規格。 

(3) 所有鐵件（管支撐）之切割，需使用研磨器磨平與電鑽孔，不得

以瓦斯切割及切孔，其無使用之孔必需補焊並磨平。 

         11-4、管路清洗： 

(1) 施工期間承包人員應隨時注意管內清潔，以防砂石雜物混入管

系，完工後再清洗管內雜物。 

 12、檢驗及試驗 

 12-1、一般規定： 

(1) 所有設備及配管系統在安裝完竣後尚未加掩蓋或粉刷之前,應予壓

力試驗及探漏,檢查各項設備及配管接頭,性能是否符合規定。 

(2) 所有設備及配管系統之試驗與試車檢查所需之一切設備、材料、人

工等均由承包廠商負責，不另計價。(鍋爐燃燒之油料或瓦斯由業

主供應)。 

12-2、設備試驗檢查： 

(1) 機械、器具設備安裝檢查： 

各設備應正確、堅固、所有機器應作單獨運轉試驗。 

(2) 滿水試驗： 

儲水槽按裝清潔後，於滿水狀態放置 24 小時以上無滲漏現象為合 

格。 

(3) 水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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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廠商廠內試壓 5kg/cm
2並拍照存證，或廠驗認可。 

          (4) 通水試驗： 

安裝各項器具、機器、配管後試驗其通水情形。 

(5) 機關檢查： 

按有關機關規定，迅速辦理手續及接受檢查，其所需之一切費用概

由承包廠商負責。 

12-3、試車檢查： 

 承包廠商啟動系統之前，應作下列各項檢查： 

(1) 水源及電源電壓。 

(2) 設備線路。 

(3) 設備之轉動及潤滑。 

(4) 所有手動及自動循環泵之動作。 

(5) 微電腦溫度控制器動作。 

(6) 自動控制及儀錶之動作是否正常，如有異狀應加校正。 

(7) 各項設備製造廠商規定之其他例行查驗項目。 

測試前應關掉所有壓力開關及錶件，加裝臨時連接管，用以充水，

放氣及洩水。同時加裝臨時支架，固定板或移去部分隻架以免試壓

時損及管線及永久性支架，臨時固定物及支架之設置應獲得工地監

工人員之核可。 

13、裝運準備 

13-1 任何材料、製品及設備不論是由製造廠運至工地或在工地運送,廠商
均須小心搬運，不得中途受損，鋼鈑邊緣須特加保護，任何材料或可
能遺落零件，必須捆紮一起，並加記號以利辨識。 

13-2 本案所使用之任何材料，製品及設備廠商因裝運完善如受損致使須
廢棄補修等情事，其一切損失由廠商自理。 

 

14、 運達及安裝完成日程表 

廠商應列表定出施工日誌於所定日期前將設備運抵工地辦理安裝。訂定
運達日期者，廠商亦應配合機關相關施工實際工程進度需要，準時運抵
工地安裝。 

表內之運抵工地日期及安裝完成日期，由機關廠商雙方協商訂定後執
行，修整時亦同。 

 

15、 逾期違約金計算 

逾越竣工期限者，按契約書規定辦理。 

 

16、 施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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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本案如遇施工場所之使用或施工程序上發生干擾糾紛而無法協調時， 

     應機關之安排與調度，廠商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16-2 廠商施工用各種車輛行駛工區或工區外時，不得妨礙道路工區交通， 

     如廠商違規或發生意外事故情事時，悉由廠商負責，與機關無涉。 

 16-3 施工期間廠商應事先準備並配合機關座息時間以免影響本案進行，並 

     不得因此要求賠償。 

       16-4 廠商人員器材進出工區及在工區內，應遵守工區管制辦法規定。 

       16-5 廠商需對施工人員造冊 1 份，供甲方對照用。 

 

 17、工程延期 

       17-1 按採購契約書規定辦理。 

       17-2 上述展延工期應於完工期限前一星期提出，如有特殊理由不及提出展 

           延手續時，仍應於上述期間內先行報備。 

 17-3 本案不論任何原因所造成之延期，亦不論是項延期可以避免或無法避 

     免，廠商均不得對工程延期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17-4 承包商申請延長工期後，不得再就同一情事要求補償。 

 

 18、 廠商工地負責人與施工人員 

18-1 廠商須於本案整個安裝工期內派遣一名工地負責人，代表廠商執行
契約，全權負責與本案施工之有關事宜，所有送達負責人之書信或
文件，即表示送達廠商，廠商工地負責人如擬請假離開工地，應於
事前徵得機關同意，並派代理人。在施工進行中，廠商如須更換業
經核准之工地負責人時，於機關未核准其繼任人選前，廠商不得逕
行更換。 

18-2 廠商須派遣足夠人數及合格之安裝技術人員辦理工地安裝工作。 

18-3 廠商駐工地負責人和主要工作人員之人選，機關保留審查權，在施
工中隨時若機關認為任何廠商工作人員操作不良，能力不足，不聽
從監工單位指示或機關認為應予調離之其它原因，機關有權請求更
換，廠商因人員更換不得藉口賠償或延長工期。 

18-4 廠商須保護其所屬員工之安全，任何廠商人員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所
生傷亡，機關概不負責，同時廠商須設法保護機關，使機關免於因
意外事故發生而涉及訴訟或賠償等問題。 

18-5 上述之規定亦適用於廠商之分包商。 

 

19、 設備保管 

設備未移交機關前，不論已安裝或未完成之設備及器材、施工所需設備
備，皆歸廠商保管，如有損壞或遺失皆由廠商負責重建或賠償。依契約
有關應運抵工地之所有器材、設備，廠商應設有妥善之儲存庫房或保護
設施和管理以防損害，並負保管之責。 

 

20、設備安裝完成未經驗收之運轉之設備權利 

安裝完成而尚未正式驗收之設備，如機關需要可先行使用，廠商依需要不
得拒絕並應立即派員協助辦理，使用中如有設備損壞而非歸屬於廠商應負
擔之責任者，其修護費用由機關負擔。若廠商未立即派員協助操作，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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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設備，於使用中發生損壞情事，概由廠商負責。 

 

21、機關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算細則 

驗收不合格部份以驗收記錄單通知廠商期限補修改善或拆除重做。 

 

22、廠商自備器材 

  22-1 本案所須之一切器材概由廠商自備，機關不供給供借任何所需材料 

       材。 

   22-2 廠商用於本案各構造物設備之各種器材均應使用新品，並依照本施 

       工說明規定購備，其它未訂明確規範者，國產器材依照我國國家標 

       準，外國器材依照出產國家標準，零星器材無明確規範可遵循者， 

       應按照施工慣例採購品質優良者。任何上述器材運達時，應經機關 

       審查後方可使用，不合格之器材應立即更換，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廠商自備之器材，其料款及運費均包括於契約訂價內，不另計價。 

 

23、保固 (依採購契約保固規定辦理) 

 

24、附則 

  24-1 廠商除應按本施工規範規定施工外，並應遵照機關之指示辦理。 

    24-2 機關應給付廠商款項，非經機關同意，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將其轉 

        讓與任何第三人，但因法院之裁判命令給付者，不受本條款約束。 

  24-3 廠商不得將本契約轉讓，提供擔保或任何其它處理。廠商應自行辦
理本案，不得轉包。如有充足理由須將本案分包，應事先個案以書
面提出申請，敘明分包內容，範圍及小包之經歷等，經機關同意後
始得分包，但仍應由廠商提供主要施工設備，並負一切責任。必要
時，廠商應將分包契約提送機關同意，分包期間，機關有權隨時撤
銷該分包之同意權，並通知廠商。廠商於接獲通知後，須即終止該
項分包契約，並不得以此為藉口提出任何權利主張，賠償損失，工
期展延或推卸責任。 

    24-4 機關所作之檢驗、指示、試驗、措施、證明、付款、接管或接收等
均不得認為免除廠商任何契約責任及義務，亦不得解釋為機關放棄
契約中有關權利或已放棄對廠商要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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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勞工安全衛生 

  2-1  概說 

廠商應遵照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及其它有關法規與本章所列舉之規定，採取一切妥善措施並應
注意工作安全，環境衛生，以求本案施工達到安全及衛生之標準，所有失慎或
故意而發生之人身傷亡，公私財產於施工中或已完成工程及設備之損害及損
失，概由廠商負擔撫恤，賠償及法律上之責任，與機關無涉。 

 

  2-2  人員裝備 

出入工地之全部人員均須配帶與工作有關之安全裝備。 

 

  2-3  工作扶梯 

兩處高度不同之工作場所應設工作扶梯。扶梯須有足夠之強度及合宜尺寸以適
應其須要，扶梯如為木造，其踏板應以榫桿與縱柱相接，或以八號鐵絲紮牢，
不得以鐵釘釘接，扶梯最少應有一側設置扶手。 

 

  2-4  施工機械及設備 

各種施工機械及設備應定期保養及檢查，可能遭受閃電雷擊影響機具須以銅線
接地。排出之廢油應妥善盛於容器內，並在機關認可之地集中處理，回收利用
或妥善方式處理之。 

 

  2-5  防災措施 

廠商應採必要之防火，以及防止其它各種災害發生之必要措施 

 

  2-6  工地照明 

施工期間，如須夜間工作時，施工地點及工人來往通路應有適當的照明。 

 

  2-7  安全管理 

廠商應指派專人負責巡視工地，查核安全事項執行情形，隨時給予通知改善，
以維護工作人員及施工設備之安全，如因不慎發生任何事故，概由廠商負責處
理，與機關無涉。 

 

  2-8  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 

1. 本案施工期間，承包商（簡稱廠商）應遵照勞動基準法、勞動檢查法、勞工
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工保
險條例、職工福利金條例、營造安全衛生設備設施標準、營造業管理規則及
相關法令規章與本案合約中有關規定，確實辦理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2. 廠商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防範措施，如廠商之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事
故，均由廠商負一切責任。 

3. 廠商依工作環境之需要，應準備各種防護具或安全設備，此等防護具或安全
設備必須經常檢查、保養及維護，以保持其性能。 

4. 施工期間，所有廠商員工之管理、給養、福利、安全與衛生以及所有機具設
備及材料之維護保管等，均由廠商自行負責廠商應隨時注意所有員工之風
紀，防止相互間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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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工地環境保護施工規範 

1. 承包商必須遵照有關環境保法令，如空氣污染防制法、污染防法法、噪音管
制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廢棄物清理法、工地用水管理條例、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與本案合約規定確實辦理環境保護管理及維護工
作。 

2. 為維護本所戒護安全，施工期間人員進出不得攜帶含有酒精成份之飲料、檳
榔等任何規定之違禁品，並不得私自與受刑人不當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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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計、材料、製造及安裝 

 3-1 概說 

1. 本章規定有關設計，製造及安裝等之一般要求，未盡事宜詳見本施工規範其
它章節之規定。 

2. 廠商所提供之設備其品質及運轉性能均須符合本施工規範規定。 

 

 3-2 材料 

本案所需之材料一切由承包商自備。 

  1.閥件:以標價清單指定之尺寸及材料，採用耐壓 10kgf/cm
2等級以上產品。 

  2.配管:以不銹鋼管。 

  3.保溫棉：所有保溫材料必須為核可之全新產品，且不得含石棉成份。  

 

 3-3 製造 

機械製造：除週全之設備外，於製造過程中均依規範製作，再實施加工程序，
不致發生歪曲變形。 

 

 3-4 安裝 

  1.廠商應依據安裝進度表及機關指示進行安裝工作。 

  2.廠商應供給負責安裝所須材料、工具、設備、儀器等。 

  3.廠商應與其它承包商互相協調合作，俾使安裝工作順利進行，如遇有施工設備 

   之共同或施工程序上發生任何糾紛時，應遵照機關之安排，調度或裁定，廠商 

   不得異議，且不得向機關要求加價或補償。 

3. 安裝時，承包商應隨時保持工地清潔，不得有廢料或垃圾堆存。完工前，應

將工地內不屬於業主之所有設施架料、設備、材料及垃圾運離。在試車完成

後，承包商應在工地留下令業主滿意之整齊、清潔及能表現其工作品質之情

況。任何因本案作業而損壞之設施，應由承包商無償修復或更換之。 

 

 3-5.電氣施工規範 

3-5-1 施工說明 

1. 廠商應詳細研讀圖說，並至現場勘查以了解線路及一切電氣器材之確實位
置，如廠商裝置錯誤或裝置不良，應負責改正之，其費用由廠商負責，改正
工作如有損及其他施工時，則一切損失概由廠商負責賠償、如廠商發現圖樣
有疑問時，應報請業主研究處理，在未得業主之許可前，廠商不得擅自更改
圖樣。 

2. 在本案完工後，必要時廠商應按實際施工情形，繪製完工圖，以表明一切線
路連結端、電纜、接地板、及其他隱藏配線及設備之位置，俾作以後檢修參
考之用。 

3-5-2 驗收及試驗 

1. 廠商在安裝前及完工後，應按照機關之指示，作各種機器設備之安全及性能
試驗，如經試驗後，發現有不妥或動作不正常等事宜，廠商應即改正之，以
備複驗。 

2. 廠商如因施工貽誤或不良，經電力公司檢驗認為不合格而須拆除重做時，上
項之損失均應由廠商自行負擔、如因此影響其他施工時，一切之損失概由廠
商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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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機關配合部份 

4-1 本採購案採責任施工，投標廠商得於截止投標期限前，於上班 

時間親至履約現場，由本案承辦人協助解說勘察。  

  4-2 電源供給。 

  4-3 瓦斯燃料及水電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