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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經濟部水利署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吳虹邑
連絡電話：04-22501248#248
電子信箱：a630110@wra.gov.tw
傳
真：04-22501613

受文者：本署河川海岸組
裝

訂

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經水河字第110160690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修正「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部
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說明：
一、檢附修正「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
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部分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本案經檢討後，無須辦理英譯。
正本：本署河川海岸組、本署工程事務組、本署土地管理組、本署水利防災中心、本署主
計室、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
副本：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經濟部法規委員會、本署水利行政組(法規通報專責人
員)、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河川海岸組
第1頁

(共1頁)

1106101296

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說明

現行規定

十、本計畫治理規劃及檢討案工 十、本計畫治理規劃及檢討案

依據一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作項目包括：治理規劃、規

工作項目包括：治理規

行政院核定修正計畫辦理，為

劃檢討、治理計畫(含用地

劃、規劃檢討、治理計畫

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防洪調適

範圍線圖）、海岸防護整合

(含用地範圍線圖）、海岸

措施，計畫推動可就配合逕流

規劃與海岸防護計畫、逕流

防護整合規劃與海岸防護

分擔與出流管制計畫及區域優

分擔評估報告、逕流分擔計

計畫。

先辦理，爰於本次將逕流分擔

畫。

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納入
本注意事項規劃及規劃檢討章
節。

十六、各治理規劃及檢討案之成 十六、各治理規劃及檢討案之
果核定程序如下：
(一) 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報

成果核定程序如下：
(一) 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報

一、因引用之行政規則名稱修
正，配合修正。
二、本次新增逕流分擔評估報

告，由各直轄市、縣

告，由各直轄市、縣

告及逕流分擔計畫之審定

(市)政府本權責核定，

(市)政府本權責核定，

公告程序應依逕流分擔實

並將核定之成果報告送

並將核定之成果報告送

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

河川局及本署存查。

河川局及本署存查。

及執行辦法辦理。

(二) 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

(二) 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

劃設之相關審查程序與

劃設之相關審查程序與

書圖製作依本署訂定之

書圖製作依本署頒定之

河川治理計畫訂定程序

「河川治理基本計畫訂

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

定程序」及「區域排水

定程序辦理。

治理計畫訂定程序」辦

(三) 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報
告，由各直轄市、縣

理。
(三) 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報

(市)政府本權責核定，

告，由各直轄市、縣

並將核定之成果報告送

(市)政府本權責核定，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河川局及本署存查；海

並將核定之成果報告送

岸防護計畫，相關審查

河川局及本署存查；海

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海岸

岸防護計畫，相關審查

管理法及本署訂定程序

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海岸

規定辦理。

管理法及本署頒訂程序

(四)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

規定辦理。

流分擔計畫之審定公告
及執行應依逕流分擔實
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
告及執行辦法辦理。

十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十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本次新增逕流分擔評估報

理治理規劃、規劃檢討及治

辦理治理規劃、規劃檢討

告及逕流分擔計畫之請撥

理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及治理計畫，應依下列規

款程序。

請撥款：

定辦理請撥款：

二、另規劃及檢討工作各階段

(一) 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

(一) 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

請撥款比例，調整為第一

個月內，將契約書、收

個月內，將契約書、收

期款請撥百分之三十、第

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

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

二期款請撥百分之六十

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

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

五，及末期款請撥百分之

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

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

五，以利提升計畫整體執

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

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

行率。

限。

限。

(二) 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

(二) 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

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

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

過認可之證明文件（如

過認可之證明文件（如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請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

請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

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

六十(累計百分之九十)

五)為上限。

為上限。

(三) 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
通過且各直轄市、縣

(三) 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
通過且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定後，檢附

(市)政府核定後，檢附

核定文件，送各河川局

核定文件，送各河川局

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

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

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

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

於撥付末期款後二個月

於撥付末期款後2 個月

內，辦理中央補助款之

內，辦理中央補助款之

核銷。

核銷。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
分擔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請撥款：
(一) 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
個月內，將契約書、收
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
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
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
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
限。
(二) 第二期款應於逕流分擔
評估報告或逕流分擔計
畫提送地方主管機關之
逕流分擔審議會審查通
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
審查通過之證明文件
（如審查會議紀錄），請
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
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
五)為上限。
(三) 末期款為逕流分擔評估
報告或逕流分擔計畫提
送中央主管機關之逕流
分擔審議會審查通過
後，檢附審查通過之公

文及修正後報告，送各
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
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
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
後二個月內，辦理中央
補助款之核銷。

二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二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

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就轄內預

應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就轄

頒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

計及已核定辦理之河川、區

內預計及已核定辦理之河

事項」第二條規定略以：
「…直

域排水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及

川、區域排水防洪綜合治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

應急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

理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

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

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

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

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

等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

理等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

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若採委託服務方式辦

作業，若採委託服務方式

業…」
，本計畫應急工程係依行

理，所需經費由各直轄市、

辦理，所需經費由各直轄

政院主計總處函頒之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提報需求後，送

市、縣(市)政府提報需求

財力分級予以訂定不同補助比

各河川局核轉本署彙整提報

後，送各河川局核轉本署

例，除臺北市政府屬財力分級

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同

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

一級本計畫中央補助比率為百

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

分之零外，其餘各直轄市、縣

核定。

(市)政府中央補助比率均超過
百分之五十，爰增訂應急工程
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
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
正規定
十、本計畫治理規劃及檢討案工作項目包括：治理規劃、規劃檢討、治理計畫(含用地範
圍線圖）、海岸防護整合規劃與海岸防護計畫、逕流分擔評估報告、逕流分擔計畫。
十六、各治理規劃及檢討案之成果核定程序如下：
(一)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報告，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權責核定，並將核定之成
果報告送河川局及本署存查。
(二)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劃設之相關審查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本署訂定之河川治理計
畫訂定程序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辦理。
(三)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報告，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權責核定，並將核定之成果
報告送河川局及本署存查；海岸防護計畫，相關審查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海岸管理
法及本署訂定程序規定辦理。
(四)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應依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
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辦理。
十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治理規劃、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
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認可之證
明文件（如期中審查會議紀錄），請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
五)為上限。
(三)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通過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檢附核定文件，送
各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二個月
內，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
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逕流分擔評估報告或逕流分擔計畫提送地方主管機關之逕流分擔審
議會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之證明文件（如審查會議紀錄），請
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五)為上限。
(三)末期款為逕流分擔評估報告或逕流分擔計畫提送中央主管機關之逕流分擔審議會
審查通過後，檢附審查通過之公文及修正後報告，送各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
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二個月內，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二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就轄內預計及已核定辦理之河川、區域
排水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及應急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
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若採委託服務方式辦理，所需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報需求後，送各河川局核轉本署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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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
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
106 年 11 月 2 日經水河字第 10616120410 號函頒
106 年 12 月 11 日經水河字第 10616150860 號函第 1 次修正
107 年 5 月 25 日經水河字第 10716061090 號函第 2 次修正
108 年 1 月 21 日經水河字第 10716150170 號函第 3 次修正
108 年 7 月 19 日經水河字第 10816094690 號函第 4 次修正
108 年 10 月 2 日經水河字第 10816136050 號函第 5 次修正
109 年 10 月 7 日經水河字第 10916119900 號函第 6 次修正
109 年 12 月 15 日經水河字第 10916161650 號函第 7 次修正
110 年 6 月 16 日經水河字第 11016069020 號函第 8 次修正

壹、總則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規範受補助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
署所屬各河川局、水利規劃試驗所執行相關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計畫工作項目分為治理規劃及檢討、生態檢核工作、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應急工程、
用地取得及非工程措施等。
三、河川局轄區分工如下：
第一河川局：宜蘭縣、連江縣
第二河川局：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第三河川局：臺中市、南投縣
第四河川局：彰化縣
第五河川局：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第六河川局：臺南市、高雄市
第七河川局：屏東縣、澎湖縣
第八河川局：臺東縣、金門縣
第九河川局：花蓮縣
第十河川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如涉及中央管河川水系、區域排水系統跨不同河川局管理權責時，得由河川局協調分
工。
四、本計畫各工作項目或工程之行政、採購或工務處理程序，除本注意事項另有規定外，依
各工程主辦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計畫核定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各工作項目，如未能於指定期限內完成
發包者，將取消補助，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籌款辦理並負擔相關責任，但如有
特殊原因經本署同意續辦者，不在此限。
如發包後因可歸責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事由致未能於規定期限完成時，本署得
取消補助或減少補助金額，不足部分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籌款辦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招標文件中載明，如因預算受限時，得辦理中途結算，並補
償廠商所受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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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核定工作項目編製之預算書超過核定金額所增加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
發包後總經費超過核定金額部份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
七、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採分標或併案辦理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報各河川局核對與
原核定內容無誤後，由各河川局函報本署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有修正名稱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認與核定工作內容相同
後，報各河川局備查並副知本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如委由鄉、鎮(區)公所執行各核定工作項目，應報各河川局備
查並副知本署。工程進度及經費執行仍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
八、本署得視實際需要，於計畫執行中召開期中檢討會議或專案小組會議，研議增辦或取
消執行困難之各工作項目。
前項增辦工作項目應由本署彙整後，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評定同意，陳報經濟
部核定。
前項取消工作項目應由本署彙整後，陳報經濟部核定。
本署得視各工作項目執行及經費調度情形，滾動式檢討，將用地取得、工程進度落後
或未依本署規定期限完成之工作項目改列為預備工作項目。
前項列為預備工作項目屬治理工程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仍可辦理用地取得先期
作業及工程測量、設計等發包前置作業，其經費由本署補助，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列為預備工作項目之治理工程且無需辦理用地取得者:工程於完成預算書初稿後，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各河川局確認，各河川局再函報本署同意及籌款支應
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始得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業。
(二)列為預備工作項目之治理工程且需辦理用地取得者:用地取得部分，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辦理用地取得時應完成用地範圍線公告、都市計畫變更或區域計畫
使用分區變更等先期作業，及興辦事業計畫核定，經各河川局確認並報本署同意
後，始得辦理後續用地取得作業；治理工程部分，於完成用地陳報徵收並完成預算
書初稿後，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各河川局確認，各河川局再函報本署同意
及籌款支應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始得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業。
列為預備工作項目屬治理工程，未經本署同意辦理者，其用地取得及工程所需經費，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
九、本計畫本署撥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費應專款專用支用於核准之各項工作項目，
不得移作他用。

貳、規劃及規劃檢討
十、本計畫治理規劃及檢討案工作項目包括：治理規劃、規劃檢討、治理計畫(含用地範圍
線圖）、海岸防護整合規劃與海岸防護計畫、逕流分擔評估報告、逕流分擔計畫。
十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轄管河川水系、區域排水系統（以下簡稱水系）
、鄉鎮或
擬保全地區(含其他排水)為單元，提報辦理治理規劃。如原核定規劃之改善方案遭遇
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執行，或因地形、水文條件變遷，須評估較適當替代方案時，得提報
辦理規劃檢討。依規劃報告辦理治理計畫(含用地範圍線圖)亦可提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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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需求提報辦理海岸防護整合規劃與海岸防護計畫。
十三、本計畫治理規劃及檢討作業程序如下：
(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整體考量轄內水患改善需求，研提擬辦理之治理規劃及
檢討工作計畫(含提報資料表及擬辦明細表)送各河川局審查。
(二)各河川局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規劃及檢討工作計畫時，得會同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現場勘查，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後將評分結
果、優先順序及工作計畫送本署彙整，本署考量預算額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
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前項工作計畫提報時間由本署統籌通知。
十四、各治理規劃及檢討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在不違背原核定工作目標原則下，本
權責辦理辦理契約或內容之調整。
十五、海岸防護整合規劃與海岸防護計畫之工作項目、方法，報告編撰之章節格式與應備
附件書圖，應參照本署頒訂之「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
與相關規定辦理。
為達成流域整體上、中、下游綜合治水目標，執行機關辦理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工作
時，應考量其他機關(單位)須配合辦理或介面銜接處理等問題作妥善銜接，並得邀請
擬治理水系範圍內相關機關(單位)協調確認。
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辦理過程中，執行單位應至少召開二次說明會，各河川、排水管
理機關應配合協助辦理。
十六、各治理規劃及檢討案之成果核定程序如下：
(一)治理規劃及規劃檢討報告，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權責核定，並將核定之成
果報告送河川局及本署存查。
(二)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劃設之相關審查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本署訂定之河川治理計
畫訂定程序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辦理。
(三)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報告，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權責核定，並將核定之成果
報告送河川局及本署存查；海岸防護計畫，相關審查程序與書圖製作依海岸管理
法及本署訂定程序規定辦理。
(四)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應依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
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辦理。
十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治理規劃、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
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認可之證
明文件（如期中審查會議紀錄），請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
五)為上限。
(三)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通過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檢附核定文件，送
各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二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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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
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逕流分擔評估報告或逕流分擔計畫提送地方主管機關之逕流分擔審
議會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之證明文件（如審查會議紀錄）
，請撥
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五(累計百分之九十五)為上限。
(三)末期款為逕流分擔評估報告或逕流分擔計畫提送中央主管機關之逕流分擔審議會
審查通過後，檢附審查通過之公文及修正後報告，送各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
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二個月內，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十八、治理規劃或規劃檢討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請撥最後一期款時，應檢附下列各
項之成果電子檔光碟：
(一)規劃報告全文電子檔(需整合為一個檔案之 PDF 檔，及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
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出版品統一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書建檔作業說明」規
定 辦 理 。 ( 請 由 水 利 署 圖 書 資 訊 系 統 / 作 業 法 規 / 項 下 下 載
http://lib.wra.gov.tw/opac/mdl_relation/public.aspx)
(二)期末報告審議規劃報告之簡報檔(PDF 及 PPT 檔)
(三)河川流域範圍、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及系統平面圖之 CAD 及 Shapefile 檔(TWD97)
(四)河川或排水(含各支分線、雨水下水道、農排等)之縱、橫斷面測量資料及坐標
(五)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
(六)閘門及抽水站設施資料
(七)河川(排水)平面數值地形測量資料
(八)現況及計畫案水理模式建置資料(一維或二維)
(九)計畫工程布置圖 CAD 及 Shapefile 檔(TWD97)
(十)1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現況淹水範圍圖 CAD 及 Shapefile 檔(TWD97)
(十一)數值地形圖 CAD 及 Shapefile 檔(TWD97)
(十二)地籍圖 CAD 及 Shapefile 檔(TWD97)
(十三)其他與個案有關之相關重要參考資料
十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請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認可之證
明文件（如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請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累計百分之九十)為
上限。
(三)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通過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檢附核定文件，送
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 2 個月內，
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前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請撥最後一期款時，應依既有「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
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第八章第三節規定項目檢附成果圖資電子檔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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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態檢核工作
二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就轄內預計及已核定辦理之河川、區域
排水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及應急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
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若採委託服務方式辦理，所需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報需求後，送各河川局核轉本署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
核定。
二十一、生態檢核作業之工作項目、成果報告格式等由本署另定之。
二十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態檢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第二期款應於最後一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於一個月內檢附審查通過認可之證
明文件（如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請撥發包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累計百分之九十)為
上限。
(三)末期款為期末報告審查通過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檢附核定文件，送
各河川局請撥補助額度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並應於撥付末期款後 2 個月內，
辦理中央補助款之核銷。

肆、防洪綜合治理工程
二十三、防洪綜合治理工程(以下簡稱治理工程)係依據已完成之規劃報告所擬定的改善方
案、核定之河川治理計畫、區域排水治理計畫或確知淹水原因之瓶頸區位且可與規劃
(或規劃檢討)成果方案相容，並能達成易淹水原因之減輕或消除而興辦之工程以及必
要之海岸防護措施與改善工作。
二十四、治理工程依下列原則優先列入本計畫辦理：
(一)依據完成之綜合治水規劃，水系尚未改善完成，經檢討有必要辦理後續治理工程，
以提高整體水系治理率。
(二)依保護對象重要性，如都會區、人口密集區、重要經建公共設施者。
(三)與其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搭配，或跨部會共同改善，使計畫效益加倍者。
二十五、本計畫治理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流域整體治理需求之綜合治水方式，研提擬辦理之
治理工程工作計畫(含擬辦工程明細表及勘查評分表等資料)送各河川局審查。
(二)各河川局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治理工程工作計畫時，得會同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現場勘查，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後將評分結果、
優先順序及工作計畫送本署彙整，本署考量預算額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計畫
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前項工作計畫提報時間由本署統籌通知。
二十六、治理工程除須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外，其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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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書，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審查
核定。
二十七、治理工程計畫若因實際情形與原設計不符或其他原因有辦理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
之必要時，應在不變更區位及不違背或降低原計畫預定目標、效益及原有功能之原則
下辦理變更，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核定。
修正預算(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超出原核定金額，其所增加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籌。
二十八、工程剩餘土石方如包含有價料者應辦理標售，收入、支出預算分開編列合併發包，
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並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收支不得坐抵，土石標售收
入按補助比例解繳國庫。
前項工程剩餘土石方得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
點」，辦理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利用。
二十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治理工程，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委託測量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發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
書、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委託
技術服務費百分之三十為上限。如治理工程僅核定辦理測量設計時，則請撥款規
定比照第十七點辦理。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工程發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書、契約書、收據、請款明
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三十(含前
項委託技術服務費已撥付金額)為上限。
(三)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二十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二十(累計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四)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四十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四十(累計百分之九十)為上限，俟工程辦理竣工驗收決算後，檢附
竣工決算相關資料(含施工前、中、後相片、工程起迄點座標、計畫成果等電子檔)，
請撥決算數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期請撥款應檢附工程施工照片等資料；竣工決算向各河川
局請撥決算數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時應副知本署。

伍、應急工程
三十、本計畫應急工程係指計畫範圍內，無用地取得問題或已取得用地，且為維持水利設
施功能正常發揮或須緊急打開通洪瓶頸段以有效減輕水患，所作之改善工作。工作內
容包含堤防、護岸、滯洪設施改善，水門、抽水站整建、直轄市、縣(市)政府管轄之海
堤整建等水利設施改善工作。
三十一、本計畫應急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提擬辦理之應急工程工作計畫(含擬辦工程明細表及初
審評比表等資料)送各河川局審查。
(二)各河川局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應急工程工作計畫時，得會同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現場勘查，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後將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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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及工作計畫送本署彙整，本署考量預算額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計畫
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前項工作計畫提報時間由本署統籌通知。
三十二、應急工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原則上參照地區易淹水程度、地區人口
密集程度或產業重要程度等項目予以核列，並依下列事項調整之：
(一)經本署參考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及一般性補助款考核等項目排名各前五名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水利建造物維護管理執行情形，直轄市部分前二名，非直轄市部
分前四名，得增加補助經費。
(二)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經濟部、本署或各河川局各項工程查核(督導)成績考
列丙等，最高得減少補助比率百分之十；工程查核（督導）連續二次考列乙等，最
高得減少補助比率百分之八；該比例本署得予機動調整。
(三)前一年度受災有立即災害之虞需加強防災工作者或配合政策辦理者，得依實需增
加補助經費。
三十三、應急工程之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書，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行審查核定，補助經費達ㄧ億元以上者，比照第六十六點辦理。
三十四、應急工程計畫若因實際情形與原設計不符或其他原因有辦理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
之必要時，其應在不變更區位及不違背或降低原計畫預定目標、效益及原有功能之原
則下辦理變更，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核定。
修正預算(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超出原核定金額，其所增加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籌。
三十五、工程剩餘土石方比照第二十八點辦理。
三十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應急工程，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工程發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書、契約書、收據、請款明
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三十為上
限。
(二)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二十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二十(累計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三)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四十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四十(累計百分之九十)為上限，俟工程辦理竣工驗收決算後，檢附
竣工決算相關資料(含施工前、中、後相片、工程起迄點座標、計畫成果等電子檔)，
請撥決算數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期請撥款應檢附工程施工照片等資料；竣工決算向各河川
局請撥決算數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時，其相關資料應副知本署。

陸、用地取得
三十七、本計畫除急迫性工程確有必要先行施工者外，應於施工前完成用地取得。
前項先行施工應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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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本計畫治理工程所需用地，以土地所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需用土地人負責
取得，所需經費除本署依行政院核定之計畫內容予以補助外，其餘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行籌措。
三十九、本計畫治理工程用地費補助款，以徵收當期之市價為計算基準。補助項目為土地
徵收條例第三十至三十五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之補償項目，非屬前述法令
補償範圍，如獎勵金、救濟金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或撥用所需作業費，按「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
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託辦理土地撥用業務作業費
基準」計算，並由本署按補助比例撥付。
前項作業費得包含徵收或撥用所需辦理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用地先期作
業費。
四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工程用地取得工作，應詳實估列用地經費，於治理
工程工作計畫核定後，應於核定經費額度內核實成立用地費(含用地作業費)預算，並
將預算書函送各河川局備查及副知本署，如有特殊原因致編製預算超過原核定經費時，
辦理程序如下：
(一)所增加之經費可由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其他工程用地費調整支應者，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逐案敘明調整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函送各河川局審核同
意後副知本署。
(二)所增加之經費無法由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其他工程用地費調整支應
者，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逐案敘明用地經費當時估列情形及調整理由並檢附
相關資料函送各河川局審核符合實需後報本署籌增財源。
四十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治理工程用地取得，於各河川局備查用地費(含用地作
業費)預算書後，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為辦理用地作業需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收據向各河
川局先行請撥用地作業費補助款，俟用地作業完成後，再與用地費補助款一併結
算。
(二)如為協議價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收據、土地買賣契約
書影本及土地與地上物補償清冊等向各河川局請撥用地費補助款。
(三)用地徵收公告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收據、公告文及土
地與地上物補償清冊等文件，向各河川局請撥用地費補助款。
(四)公地撥用需予補償者，於撥用計畫核准後亦可比照前述相關規定請撥用地費補助
款。
用地完成取得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決算書函送各河川局備查及將剩餘款繳
回。

柒、非工程措施
四十二、本計畫非工程措施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執行機關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提擬辦理之非工程措施工作計畫送各河川局審查。
2.各河川局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非工程措施工作計畫時，得會同各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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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現場勘查，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後將評分結果、優
先順序及工作計畫送本署彙整，本署考量預算額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
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二)執行機關為各河川局者
1.各河川局應研提擬辦理之非工程措施工作計畫送本署審查。
2.本署審查各河川局所提非工程措施工作計畫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後將工
作計畫送本署彙整，本署考量預算額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
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前項工作計畫增辦或取消應由本署彙整後，陳報經濟部核定。
四十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非工程措施，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第一期款應於發包後一個月內，將契約書、收據、請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明等
相關文件，報各河川局請撥發包總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末期款為驗收通過後，再請撥決算數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
四十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工程措施中水情災情監測設施建置工作，請撥款項
時，應檢附水情災情監測設施建置位置表單資料，並依照本署訂定資料格式提供介接
服務，且完成與本署及各河川局水情中心介接，其相關資料應副知本署。

捌、賸餘款繳回、核銷及填報執行進度表
四十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各工作項目，如有節餘款、違約金、罰款或收入
款應依補助比例繳還本署。
四十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妥善保存原始憑據，以備查核，並於每月 15 日前查填「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x 期)補助費支用情形表」送各河川局辦理核銷。
四十七、屬補助性之各項工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補助經費納入年度預算，於工程
發包訂約後三日內將發包經費表傳送各河川局及本署。另應按月填報執行進度表，於
每月 5、20 日送由各河川局登錄於本署專案管理入口網站。

玖、列入本計畫之中央管河川或區域排水
四十八、中央管河川或區域排水經各直轄市政府同意於治理完成後改列為直轄市管河川或
區域排水者得列入本計畫。
四十九、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採分標或併案辦理者，各河川局應函報本署備查。
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有修正名稱者，各河川局應確認與核定工作內容相同後，函報本署
備查。
五十、各河川局應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就符合第四十八點規定之河川或區域排水已核定辦理
之治理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得採委託服務方式辦理，所需經費由各河川局提報需求後，函報本署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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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生態檢核作業之工作項目、成果報告格式等比照第二十一點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有調整經費之需要者，各河川局應敘明理由函報本署同意後辦理。
五十二、防洪綜合治理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河川局應考量中央管河川或區域排水流域整體治理需求之綜合治水方式，邀集
轄區直轄市政府研商後，研提擬辦理之治理工程工作計畫(含擬辦工程明細表及勘
查評分表等資料)送本署審查。
(二)本署審查各河川局所提治理工程工作計畫時，得邀集各河川局、相關單位現場勘
查，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完成評分結果、優先順序及工作計畫，並考量預算額
度及優先順序彙整提報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同意，陳報經濟部核定。
前項工作計畫提報時間由本署統籌通知。
五十三、各核定工作項目編製之預算書及發包總工程經費(含後續擴充)超過核定金額，增
加經費未超過原核定經費百分之二十且在一千萬元以下者，授權各河川局局長核定，
其餘各河川局應敘明理由報本署同意後辦理。
五十四、各核定工作項目若因實際情形與原設計不符或其他原因有辦理變更設計或變更契
約之必要時，應在不變更區位及不違背或降低原計畫預定目標、效益及原有功能之原
則下辦理變更，並由各河川局自行核定。
修正預算(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超出原核定金額，累計未超過原發包工作費百分之二
十且在一千萬元以下者，授權各河川局局長核定，其餘各河川局應敘明理由報本署同
意後辦理。
五十五、各河川局辦理中央管河川或區域排水之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建造經費達ㄧ億元以上
者，應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審
議並將審議結果副知行政院、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本署。
若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建造經費達四億元以上者，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審議作業由各河
川局提報本署送經濟部審查後，再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防洪綜合治理工程除須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外，其
餘工程之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書，由各河川局自行審查核定，
後續工程招標、履約變更、保險核定、工期展延、驗收及結案等工務行政，由各河川局
審定辦理。
五十六、工程剩餘土石方如包含有價料者應辦理標售，收入、支出預算分開編列合併發包，
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並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收支不得坐抵，土石標售收
入應依規定全數解繳國庫。
前項工程剩餘土石方得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
點」，辦理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利用。

拾、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本署所屬各河川局代辦
五十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書面方式，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及政府採購法第四
十條規定委託各河川局協助代辦，惟生態檢核工作及用地取得部分，仍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但應受本署督導及各河川局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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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各河川局辦理之治理工程，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
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仍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五十八、各河川局辦理之治理工程除須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外，其餘工程之設計原則審查、初稿及預算書審查核定作業、後續招標、履約、變
更、保險核定、工期展延及驗收結案等工務行政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各河川局
訂定之工程協議書內容辦理。
五十九、各河川局辦理之治理工程計畫若因實際情形與原設計不符或其他原因有辦理變更
設計或變更契約之必要時，應在不變更區位及不違背或降低原計畫預定目標、效益及
原有功能之原則下辦理。
修正預算(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超出原核定金額，其所增加經費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負責籌措。
六十、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採分標或併案辦理者，各河川局核對與原核定內容無誤後，函報
本署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有修正名稱者，各河川局應確認與核定工作內容相同後，函報本署
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六十一、工程剩餘土石方比照第二十八點辦理。
六十二、各河川局代辦治理工程，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撥款：
(一)各河川局應於委託測量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發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書、契約書、
收據及請款明細表等相關文件，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撥委託技術服務費百
分之三十為上限。
(二)各河川局應於工程發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書、契約書、收據及請款明細表等相關
文件，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三十(含前項委託技術服
務費已撥付金額)為上限。
(三)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二十時，各河川局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
二十(累計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四)工程施工進度達百分之四十時，各河川局應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
四十(累計百分之九十)為上限，俟工程辦理竣工驗收決算後，檢附竣工決算相關
資料(含施工前、中、後相片、工程起迄點座標、計畫成果等電子檔)，請撥決算數
與累計已撥付金額之差額。

拾壹、附則
六十三、屬補助性質之各項工程，符合工程契約展延規定需展延工期時，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行審核辦理。
六十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計畫，應建立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機制或與在地居
民、民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NGO)建立溝通管道或平台，以利意見交換及計畫推動。
六十五、本計畫辦理之縣市管橋梁(含)以下規模改建者，比照應急工程之補助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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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如下：
(一)受本計畫補助改建之橋梁，其工程內容以不超出改建前功能為原則，即橋梁主體
工程及原存在重要附屬工程以外工程內容，由現有橋梁主管機關自籌經費辦理。
(二)受本計畫補助改建後之橋梁，後續管理維護經費仍由管理機關主政，並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督導相關維護管理事宜。
六十六、本計畫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各項工程補助經費達ㄧ億元以上者，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將設計原則
(基本設計)送各河川局審議，並由各河川局將審議結果副知行政院、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本署。
若各項工程建造經費達四億元以上者，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審議作業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報本署送經濟部審查後，再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六十七、本注意事項所需工作計畫(如擬辦工程明細表、勘查評分表、請款明細表及補助費
支用情形表)等之格式用表由本署另定之。
六十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提報各擬辦工作項目至各河川局審查時，應就轄內各鄉
(鎮、市、區)公所所有提案申請計畫之初審意見(含建議補助金額)及計畫書，全部彙
整一併送各河川局。
六十九、本計畫邀請擔任之委員對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行迴避；委員有應迴避而不
迴避或認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機關得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而命其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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