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水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排水管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排水管 水利法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
理，指有關區域排水之下 理，指有關區域排水之下 日修正公布增訂之第八十三
列事項：
列事項：
條之七及第八十三條之八規
一、區域排水集水區域治 一、區域排水集水區域治 定，已將現行 條文 需 提送
理計畫之規劃、設
理 計 畫 之 規 劃 、 設 「排水計畫書」及「排水規
計及施工。
計及施工。
劃書」之規定改為「出流管
二、區域排水設施基本資 二、區域排水設施基本資 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
料之建立、管理計
料 之 建 立 、 管 理 計 劃 書 」， 相 關 事 項 已 另 於
畫之訂定及執行事
畫 之 訂 定 及 執 行 事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
項。
項。
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三、區域排水集水區域、 三、區域排水集水區域、 明確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區 域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第七款並調整款次。
之劃定及變更。
之劃定及變更。
四、區域排水設施之檢 四、區域排水設施之檢
查、維護管理事
查、維護管理事
項。
項。
五、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申 五、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申
請使用案件之許
請使用案件之許
可、廢止及撤銷。
可、廢止及撤銷。
六、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之 六、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之
巡防與違法案件之
巡防與違法案件之
取締及處分。
取締及處分。
七、防汛、搶險事項。
七、於區域排水集水區域
八、其他有關區域排水之
內辦理土地開發或
行政管理事項。
變更使用計畫所提
之排水規劃書及排
水計畫書之審查。
八、防汛、搶險事項。
九、其他有關區域排水之
行政管理事項。
第八條 水利署得將中央管 第八條 水利署得將中央管 第一項配合第四條排水管理
區域排水有關第四條第一 區域排水有關第四條第一 事項款次變更及刪除酌作文
款之設計或施工、第二款 款之設計或施工、第二款 字修正。
至第六款及第八款事項， 至第七款及第九款事項，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
府辦理。
主管機關得將其主管
主管機關得將其主管
區域排水有關本法第九十 區域排水有關本法第九十
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排水 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排水
設施範圍私有土地使用現 設施範圍私有土地使用現
況未違反本法規定證明文 況未違反本法規定證明文

件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 件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
及准駁委任其所屬機關辦 及准駁委任其所屬機關辦
理。
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
項工作委辦直轄市、縣 項工作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
（市）政府辦理。
第九條 中央管區域排水之 第九條 中央管區域排水之 第三項配合第四條排水管理
防汛、搶險事項，分由該 防汛、搶險事項，分由該 事項款次變更酌作 文 字修
區域排水流經之直轄市、 區域排水流經之直轄市、 正。
縣（市）政府辦理並由當 縣（市）政府辦理並由當
地河川局指揮之。但其緊 地河川局指揮之。但其緊
急情況時，得由直轄市、 急情況時，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當地河川 縣（市）政府或當地河川
局逕行搶險。
局逕行搶險。
直轄市、縣（市）管
直轄市、縣（市）管
區域排水涉及其他直轄市 區域排水涉及其他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者，辦理 或縣（市）政府者，辦理
防汛、搶險事項時，得協 防汛、搶險事項時，得協
商該涉及之直轄市或縣 商該涉及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共同辦理之。 （市）政府共同辦理之。
各區域排水管理機關
各區域排水管理機關
得將第四條第四款及第八 得將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九
款事項，委任、委辦或委 款事項，委任、委辦或委
託鄉（鎮、市、區）公所 託鄉（鎮、市、區）公所
或公法人辦理。
或公法人辦理。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二條 於區域排水集水 一、 本條刪除。
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 二、 一百零七 年六 月二十
或變更使用計畫(以下簡
日修正公 布之 水利法
稱土地利用計畫)之面積
第八十三 條之 七、第
達二公頃以上，致增加其
八十三條 之八 及第八
集水區域內之逕流量者，
十三條之 十已 授權訂
該土地利用計畫之開發
定「出流 管制 計畫書
人、經營人、使用人或土
與規劃書 審核 監督及
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義
免辦認定辦法」，因該
務人)應依本辦法擬具 排
辦法已完 整規 範出流
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送
管制計畫 書與 出流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該區
制規劃書 相關 事項，
域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核
爰刪除本條規定。
定後始得辦理。
前項土地利用計畫跨
越二以上區域排水之集水
區域者，由其所占面積較
大之區域排水管理機關會
同其他區域排水管理機關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刪除)

審查核定；但涉及中央管
區域排水集水區域者，由
水利署會同其他管理機關
審查核定。
第十三條 前條土地利用計 一、 本條刪除。
畫，應以滯洪、蓄洪、雨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說明。
水貯留、增加入滲或其他
減洪設施等削減其排水出
口洪峰流量，使不得超出
開發前十年重現期距洪峰
流量，且不得大於其排水
出口下游排水系統現況通
洪能力。
土地利用計畫變更原
有集、排水路致減損周邊
範圍之原有集排水功能
者，應於排水規劃書及排
水計畫書一併提出解決方
式。
土地利用計畫同時位
於水土保持計畫適用範圍
者，第一項減洪設施空間
量體，應以水土保持計畫
與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
書所計算之量體較大者設
置。
第十四條 土地利用計畫如 一、 本條刪除。
位於水利機關所核定規劃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報告之十年重現期距現況
說明。
淹水範圍，且其挖填方措
施減少原有滯蓄洪空間
者，其計畫應包括提供相
同滯蓄洪功能之補償措
(設)施。
第十五條 排水規劃書係指 一、 本條刪除。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規劃及預留設相關減洪設
說明。
施或補償措施(設施)所需
之空間；排水計畫書係指
於施工前依核定之排水規
劃書研擬細部工程計畫、
設施操作及維護管理計
畫。
排水規劃書應載明下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刪除)

列事項：
一、土地利用計畫概述。
二、基地現況調查。
三、開發前後排水衝擊評
估。
四、其他相關文件。
排水計畫書除需載明
排水規劃書內容外，應再
載明排水及減洪設施之工
程計畫與設施操作維護管
理計畫。
第十六條 排水規劃書應依 一、 本條刪除。
下列規定辦理：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一、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
說明。
者或檢討變更涉及
都市計畫內農業
區、保護區、公共
設施用地變更為可
建築用地者，應於
內政部核定主要計
畫前取得管理機關
核定文件。但於本
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四月十二日
修正施行前已核定
主要計畫者，無需
辦理。
二、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地變更編定者，應
於興辦事業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前提送並取得管理
機關核定文件。但
需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者，應於各級區
域計畫委員會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專
責審議小組審議其
開發計畫前提送並
取得管理機關核定
文件。
第十七條 依前條規定提送 一、 本條刪除。
排水規劃書後，應於施工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前研提排水計畫書，並於
說明。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刪除)

取得管理機關核定文件後
始得據以施工。
屬前條第一款但書之
情形者，應於施工前，於
符合第十三條規定下研提
排水計畫書，並於取得管
理機關核定文件後始得據
以施工。
第十八條 排水規劃書或排 一、 本條刪除。
水計畫書文件不齊全，或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未依規定格式製作者，管
說明。
理機關應於十日內逐項列
出，一次通知義務人限期
補正。未依期限完成補正
或補正不完備者，管理機
關得駁回其申請。
第十九條 管理機關應於義 一、 本條刪除。
務人提送排水規劃書或排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水計畫書完備之日起四個
說明。
月作成審查意見。
排水規劃書或排水計
畫書經審查無法完全削減
所增加之逕流量者，管理
機關應令義務人依審查意
見修正。義務人未依管理
機關所訂期限修正或未依
管理機關意見修正者，管
理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第二十條 義務人有下列情 一、 本條刪除。
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函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其
說明。
停止開發或為適當之處
置：
一、未依本辦法規定送審
排水規劃書及排水
計畫書即辦理開發
者。
二、未依核定之排水計畫
書內容辦理，經限
期令其改善，其未
於期限內改善完
成，經管理機關廢
止原核定處分者。
第二十一條 排水規劃書及 一、 本條刪除。

排水計畫書應由水利工程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或水
說明。
土保持工程技師簽證。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第十三條洪峰 一、 本條刪除。
流量及減洪設施量體計算 二、 說明同第 十二 條修正
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說明。
之。
第十五條應檢附文件
及格式、第二十條之查
核、排水規劃書或排水計
畫書審查作業程序等由各
區域排水管理機關訂定
之。
第四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四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水利法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
施行。
施行。
日修正公布條文係自一百零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本辦法
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正
本次修正條文亦應配合於一
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二月
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爰
一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