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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 
壹、定義與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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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力發電：指利用圳路或其
他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萬瓩
之水力發電系統。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正草案第3條 

能源局為鼓勵小水力發電，活化既有圳路及水利設施用於發電，
刻正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川流式水力」修正為「小水
力發電」，以鼓勵小水力和民營業者活化既有水力設施。 

定義 

二、躉購費率 

 107年川流式水力之躉購費率為2.7988元/度 
後續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於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
定會議檢討。 



三、法源 

名稱 中央主管
機關 涉及事項 

電業法 經濟部 
能源局 

1.有關電力資源之基本法令。 
2.規範再生能源之定義、併聯、躉購等相關事項。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環境基本法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1.就開發行為是否涉及影響環境進行評估。 
2.刻正預告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利用既有之圳路或其他水利設施用於發電，未達
2萬瓩，將無涉環評事宜。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都市計畫法 

內政部 
1.小水力發電之土地使用須符合所在土地區位之計畫。 
2.已於107年修正放寬非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林業用
地及國土保安用地亦可設置小水力發電。 

區域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水土保持法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設置地點倘屬山坡地或森林區，須依其規定辦理避免影響水
土保持。 

2.灌溉圳路之使用，須符合灌溉排水管理要點之規定，以免影
響灌溉需求。 

森林法 

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財政部 依本規定辦理民間參與之招商事宜。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水利法 經濟部 
水利署 

1.依第3、4章及第85條申請水權事宜。 
2.依第5章申請興辦水利事業。 



 水利署已於網頁公佈潛力地點資訊， (網址：
https://www.wra.gov.tw/6950/7170/7356/101009/101014/) 

 成立專責人員窗口及協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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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公開 
貳、潛力開發地點 



項次 水系 潛力地點 初估裝置容量(KW) 項次 水系 潛力地點 初估裝置容量(KW) 
1 淡水河 三峽 10,200 25 八掌溪 仁義 340 
2 淡水河 泰崗 8,900 26 急水溪 六重 1,350 
3 淡水河 福山 10,000 27 急水溪 龜重 1,250 
4 淡水河 桶後 4,300 28 高屏溪 民權 9,200 
5 淡水河 萱源 2,900 29 高屏溪 美蘭 6,940 
6 淡水河 白石 6,000 30 高屏溪 吉田 14,400 
7 淡水河 瑞芳 2,770 31 高屏溪 多納 13,100 
8 淡水河 翡翠小 4,000 32 林邊溪 義林 2,480 
9 蘭陽溪 嘉蘭 10,200 33 花蓮溪 草丹 15,000 

10 蘭陽溪 四季 6,820 34 花蓮溪 萬榮 18,100 
11 頭前溪 上坪 5,200 35 花蓮溪 文蘭 14,000 
12 南澳溪 楓樹 16,000 36 花蓮溪 馬遠 8,200 
13 南澳溪 梅花 11,000 37 花蓮溪 志學 2,800 
14 南澳溪 古魯 5,000 38 秀姑巒溪 馬蘭 8,000 
15 南澳溪 仲岳 4,400 39 秀姑巒溪 班喀 8,900 
16 後龍溪 天花湖 5,200 40 秀姑巒溪 東錦 3,000 
17 中港溪 永和山進水口 900 41 卑南溪 利稻 15,200 
18 烏溪 瑞岩 12,000 42 卑南溪 卑南 9,000 
19 濁水溪 下卡社 18,000 43 卑南溪 牛範 6,740 
20 濁水溪 春陽 14,600 44 知本溪 嘉蘭 12,800 
21 濁水溪 丹大 18,000 45 知本溪 龍泉 4,700 
22 濁水溪 馬軍 12,200 46 太麻里溪 太麻里水庫 9,850 
23 濁水溪 上卡社(南卡社) 5,800 47 太麻里溪 嘉蘭 16,600 
24 濁水溪 龍神 15,600 

 97年調查全台河川小水力潛在地點一覽表(47處詳細位置及裝置容量仍須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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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力地點 



項次 圳路名稱 潛力地點 初估裝置容量
(KW) 項次 圳路名稱 潛力地點 初估裝置容量

(KW) 

1 石岡圳南幹渠 石岡二小水力 1,700 17 能高大圳東幹線 能高大圳東幹線 1,300 

2 石岡圳南幹渠 石岡三小水力 1,300 18 能高大圳東幹線 牛尾 900 

3 石岡圳南幹渠 石岡四小水力 2,950 19 北投新圳 明善 100 

4 八寶圳 八寶圳食水嵙溪排洪道出口 600 20 北投新圳 水泄 250 

5 老圳 老圳小水力 300 21 濁 幹 線 濁幹線測點7,680m 2,800 

6 后里圳 后里圳4.5號跌水工 150 22 濁 幹 線 濁幹線測點13,320m 1,500 

7 后里圳 后里圳6.7號跌水工 150 23 濁 幹 線 濁幹第三進水口 450 

8 后里圳 后里圳8.9號跌水工 150 24 鹿場課圳 鹿場課圳進水口 700 

9 后里圳 后里圳10.11號跌水工 150 25 烏山頭水庫 西口(已設置) 9,800 

10 后里圳 后里圳12.13號跌水工 150 26 嘉南大圳南幹線 官田 360 

11 后里圳 后里圳14.15號跌水工 150 27 隘 寮 圳 隘寮小水力 200 

12 八堡本圳 600 28 舊 寮 圳 舊寮小水力 200 

13 八堡一圳 340 29 關 山 圳 第一跌水工 280 

14 八堡二圳(一) 170 30 關 山 圳 第二跌水工 200 

15 八堡二圳(二) 170 31 關 山 圳 第三跌水工 150 

16 集集引水北岸聯絡渠道 名間(已設置) 16,100 32 關 山 圳 沉砂池 851 

 97年調查全台灌渠小水力潛在地點一覽表(32處) 

詳細位置及裝置容量仍須現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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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水利會 縣市 圳路 初估裝置
容量(KW) 項次 水利會 縣市 圳路 初估裝置

容量(KW) 

1 新竹 新竹縣 
竹東鎮 竹東圳 20 13 

花蓮 花蓮縣 
吉安鄉 

吉安圳1幹線 78  

2 
南投 南投縣 

埔里鎮 

能高大圳東幹線 
（能高瀑布） 433  14 吉安圳1幹線 28  

3 能高大圳東幹線 69  15 

台東 

台東縣 
卑南鄉 

卑南上圳幹線 50  

4 台中 台中市 
霧峰區 阿罩霧第一圳 31  16 卑南上圳幹線 50  

5 

嘉南 

台南市 
官田區 

嘉南大圳 125  17 卑南上圳幹線 50  

6 嘉南大圳南幹線 92  18 卑南上圳幹線 68  

7 嘉南大圳 29  19 卑南上圳幹線 63  

8 台南市 
善化區 嘉南大圳 20  20 卑南上圳幹線 63  

9 

高雄 

高雄市 
大寮區 曹公圳導水幹線 尚待釐清 21 卑南上圳幹線 63  

10 高雄市 
鳥松、仁武 曹公新圳幹線 尚待釐清 22 卑南上圳幹線 63  

11 高雄市 
旗山區 二仁導水路 251  23 卑南上圳幹線 65  

12 屏東 屏東縣 
瑪家鄉 隘寮圳幹線 40  

24 台東縣 
池上鄉 

池上圳幹線 49  

25 池上圳幹線 56  

 農委會另提供水利會所轄潛力地點(25處) 詳細位置及裝置容量仍須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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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無虞  
渠道安全 

對結構
體影響 

是否影
響供水 

水位壅
高影響 

對水權
人影響 

土地與
饋線 

權利金
及租金 

民眾意
見 

機組管
理責任 

租期後
處置 

參、民間參與推動規劃 
一、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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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標租(場域出租) 自辦工程 促參方式 

依據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採購法 促參法 

案例 比照水域型太陽能 牡丹水庫小水力電廠 名間電廠 

優點 

1. 作業時程較短，執行相對
單純。 

2. 促進產業技術發展。 
3. 以廠商創意設置小水力發

電。 

權責較單純。 1. 促進產業技術發展。 
2. 活絡民間資金運用 

條件 
限制 

設備非政府所有，租期屆滿，
須回復原狀。 

1. 須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2. 若非屬再生能源範疇，

須具備電業相關資格。 

1. 需辦理可行性評估等前
置作業，所需時程較長。 

2. 特許期後，設備妥善率
較不確定。 

辦理 
方式 √ 

二、推動辦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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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標租作業程序 
選擇合適地點 

公告招商 

備標 

開資格標 

評選會議 

決標、簽約 

計畫書圖審查 

申設 

施工及併聯 

維護 

管理單位現勘後，評估可推動之合
適地點 

管理單位擬定契約、投標須知、及
廠商應備妥之計畫書等文件後，公
告招商。 廠商依招商公告，準備投標文件、

計畫書等資料，參與投標。 
管理單位依招商公告審查廠商資格。 

管理單位就廠商投標時所附計畫書、
投標文件，邀集委員依評選項目評
選優勝廠商。 

廠商參與評選時，報告預定設置計
畫，並回復委員提問。 

管理單位依評選結果，辦理決標與
簽約事宜。 

廠商提送設置計畫，如涉須簽證事
項，應請專業技師簽證。 

管理單位就廠商之設置計畫、專業
技師簽證等計畫審查。 

廠商依電業法、水利法等相關規定
申請設置事宜。 

廠商依核定內容施工及併聯發電。 

廠商依計畫及契約執行維護事宜，
並不可妨礙原供水目的。 10 

投資計畫審查 廠商提送投資計畫，就投資內容及
是否影響渠道等提出詳細說明。 

管理單位就優選廠商之投資計畫。
邀請專家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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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辦理事項 
水利署 綜合彙辦、控管、協助推動及水利法規等事宜 
能源局 協助再生能源相關法規及申設作業 
標檢局 推動小水力機組效能認證事宜 
台電公司  饋線確認、協助水力發電技術、設置 
農委會 督導水利會執行 
國產署 國有土地收益認定 
地政司 用地容許相關法規確認及協助等事宜 
地方政府 核發用地容許及相關地方協調事宜 

三、涉相關單位事項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高小水力電力躉購費率，提
升經濟可行性。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及相
關發電成本等資訊，於再生能源電能
躉購費率審定會檢討費率，給予業者
合理且具投資之誘因。 

建置小水力機組效能測試場域，
促進產業發展。 

已成立專責窗口，就廠商所需測試場
域給予協助。 

縮短時程及簡化程序，由廠商
自行設置營運。 

將依水域太陽能之推動模式，以場域
出租方式推動小水力發電之招商作業。 

肆、業者建議事項 



伍、結論 

 廣納建言，以利推動：請相關廠商及管理單位就目前推動
所需提出建議事項，以利後續推動。 

 以公開標租為原則辦理招商事宜：經評估因機組較小，建
議轄管單位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採公開標租方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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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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