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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9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8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有鑑於二○一四年制定之「流域綜
合治理特別條例」，共分六年編列六六○億元特別預算治水
，進行水患防治工作，其目標除為延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之水、土、林的綜合治水外，並增加對農業生產、
水產養殖排水改善及省道配合河川、區域排水治理須辦理之
橋梁改建工作，以保護重要農漁業產區及達橋河共治。綜觀
該條例中明定河川及區域排水經費上限為新台幣四二○億元
、雨水下水道經費上限為新台幣九○億元、農田排水、水產
養殖排水、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及治山防洪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一五○億元，對易淹水地區水患之治理，應能發生功效。惟
其在應如何就國土計畫之空間規劃內涵，和從河域治理之整
合平台、災害防治、水資源管理、環境永續發展等面向，以
國土安全、保育整治和防災減災的角度，診斷現有台灣河域
整治思維和防災機制等，尚有不足，仍存努力空間，爰提出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顏寬恒
連署人：張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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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

條

文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

一、主管機關應依據臺灣國土

關為經濟部，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關為經濟部，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空間規劃之發展目標和實質
內涵，並從國土安全和防災

機關，應符合國土規劃政策
目標，並依流域整體規劃及

機關依流域整體規劃及綜合
治水原則、政策及優先秩序

的思維觀點，整合目前國內
之河域綜合治水執行架構，

綜合治水原則、政策及優先
秩序，擬訂流域綜合治理計

，擬訂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前項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同時參考國外綜合治水之推
動實務和治理經驗，並由中

畫，作為辦理本條例各項工
作之依據。

，計畫範圍內之河川及區域
排水、農田排水、水產養殖

央為主導之行政平台，訂定
具體可行之河域總合治水治

前項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計畫範圍內之河川及區域

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
地水土保持、治山防洪及省

理模式和執行策略。
二、考量目前我國治水計畫和

排水、農田排水、水產養殖
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

道配合河川、區域排水治理
須辦理之橋樑改建工程，由

防災思維，從預算編列結構
和執行推動組織，現階段仍

地水土保持、治山防洪及省
道配合河川、區域排水治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本
計畫編列預算並執行，不受

以解決水患為主要目的之水
利工程為主，故對於委託、

須辦理之橋樑改建工程，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本

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及第七十六條代行程序

委辦或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農田水利會執行相

計畫編列預算並執行，不受
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

及經費負擔之限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關工作時，其主要督導考核
的單位，無論是中央主管機

九條及第七十六條代行程序
及經費負擔之限制。

為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必
要時得委辦、委託或補助直

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其後續所委託、委辦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應

轄市、縣（市）政府或農田
水利會執行。

補助辦理工作項目，須在符
合全國區域計畫或國土規劃

符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年
度執行計畫，必要時得委辦

說

明

之政策目標原則下，達到流
域治理所設定之目標.。

、委託或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農田水利會執行
。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下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下

本條文除確認中央及各中央目

列事項：
一、流域綜合治理政策之規

列事項：
一、流域綜合治理政策之規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之權
責外，各級政府基於河域綜合

劃及推動。
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擬

劃及推動。
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擬

治理計畫之擬定，應配合國土
計畫之空間規劃目標內涵，與

訂及推動。
三、各執行計畫之審查及核

訂及推動。
三、各執行計畫之審查及核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和部門策
略發展等計畫之整合，同時考

定。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定。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量強化國土空間治理和建構跨
區（域）合作平台機制運作，

關辦理下列事項：

第四條

關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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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會
同擬訂及推動。

一、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會
同擬訂及推動。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農田水利會所提各項執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農田水利會所提各項執

行計畫審查。
三、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

行計畫審查。
三、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

預算之編列。
四、督導直轄市、縣（市）

預算之編列。
四、督導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農田水利會執行本
條例之各項工作。

政府及農田水利會執行本
條例之各項工作。

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本條例相關工程用地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本條例相關工程用地之

取得及河川、區域排水、水
產養殖排水、疏濬清淤等相

取得及河川、區域排水、水
產養殖排水、疏濬清淤等相

關工程計畫之提報及執行。
農田水利會辦理本條例

關工程計畫之提報及執行。
農田水利會辦理本條例

農田排水治理工程用地之取
得、相關工程計畫之提報及

農田排水治理工程用地之取
得、相關工程計畫之提報及

執行。
各級政府之主管事項，

執行。

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涉及跨區域事項者，應符合
國土規劃政策目標，由中央
主管機關負責協調推動。
第七條 為加速取得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所需用地，其涉及

第七條 為加速取得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所需用地，其涉及

一、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及
治山防洪業務辦理進度落後

都市計畫之變更者，得於必
要時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都市計畫之變更者，得於必
要時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原因之一，在於都市和非都
市土地之用地變更時程不易

條規定，迅行變更或逕為變
更。

條規定，迅行變更或逕為變
更。

掌握所致，因此為考量流域
綜合治理係以水患防治並減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
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
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損災害為目的，且在保護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較自由經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
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
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濟示範區之實施目的，更急
迫廣泛且具公益性，故更有

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執行本條例計畫所涉及

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執行本條例計畫所涉及

縮短現行相關土地使用變更
程序之必要性，爰參考自由

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程序者
，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於

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程序者
，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於

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
劃架構，建構治理平台機制

審查土地變更申請案時，得
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原

審查土地變更申請案時，得
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原

，並增列聯席審查方式，協
助推動相關審議作業，以縮

住民族主管機關就水土保持
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併行審

住民族主管機關就水土保持
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併行審

短河域綜合治理時程。
二、有關都市和非都市土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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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查。
前項用地涉及跨區（域

地涉及跨區（域）變更部分
，為縮減用地變更、環境影

）變更者，為縮減相關計畫
審議時程，必要時得由中央

響評估和水土保持等相關計
畫審議時程，必要時得由中

主管機關成立專案小組，以
利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順利推

央主管成立專案小組，掌控
工程執行的進度，以利流域

動。

綜合治理計畫順利推動，爰
增訂第五項。

第八條 因地層下陷地勢低窪
之易淹水地區，為減少淹水

第八條 因地層下陷地勢低窪
之易淹水地區，為減少淹水

一、本條例重點在於全力推動
治水之政策目標和健全河域

水患，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水患，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綜合治理計畫內涵，並著力
於加速取得具急迫性工程用

所需，擬訂該易淹水地區搬
遷安置計畫，並優先以公有

所需，辦理市地重劃、區段
徵收或農地重劃。

地之取得時程，故涉及都市
和非都市土地之變更作業，

土地，和已完成或開發中之
整體開發區之政府取得土地

除於第七條建議增訂第五項
外，應再就本條規定涉及應

。必要時得辦理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或農地重劃。

辦理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
農地重劃之妥適性再行評估
。
二、從全國區域計畫之未來台
灣住宅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總量，以及現行臺灣都市
計畫辦理之整體開發地區中
，就已開發完成者或、開發
完成中者或評估可行者之政
府取得土地部分，配合該河
域綜理計畫並擬訂搬遷安置
，避免混淆政策目標意旨且
可加速治理時程之有效性，
減少公共利益議題之疑慮，
並兼顧民眾財產權益，符合
公民正義原則。

第九條 為降低開發衝擊並推
動流域出流管制，土地開發

第九條 為降低開發衝擊並推
動流域出流管制，土地開發

一、為落實流域內出流管制，
加速達成符合綜合治水目標

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應以工
程和非工程之規劃設計方式

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應優先
運用低衝擊開發方式，以增

之土地合理利用，擴大治水
效益，辦理土地開發或變更

，優先運用低衝擊開發方式
，以增加透水、滯洪與綠地

加透水、滯洪與綠地面積及
不增加下游河川、排水系統

使用相關計畫應進行出流管
制。

面積及不增加下游河川、排
水系統負擔為原則，並不得

負擔為原則，並不得妨礙原
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且

二、另鑑於目前歐美日等國治
理水患之建設綜合計畫和防

妨礙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
能，且不能阻礙其上游地區

不能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
逕流通過。

治方法等相關整合執行策略
，其減輕洪災之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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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表逕流通過。

皆以工程與非工程手段，綜
合規劃設計方式並採取流量
分擔與淹水風險管理方式，
進行內水排除、外水治理及
暴潮防禦工作，同時配合土
地利用的規劃與管制，視需
要訂定相關法規，公布淹水
資訊並納入民眾意見，達到
降低區域淹水風險的全方位
治水方式，以符合區域安全
、防災整備、資訊監控、防
洪減災和風險管理的預期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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