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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70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0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陳曼麗等 27 人，為促進水資源永續經營及
水力再生能源發展，應推廣適宜台灣水文環境之微型與小型
水力發電設施普及，鑒於鄉村地區在水源涵養功能上肩負重
要角色，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用得支持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
施，以強化水資源多元永續利用，提升地方使用再生能源之
比例，增進居民公共福利，達成鄉村聚落能源永續、自立與
自主之目標，爰擬具「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台灣水資源具有逕流快急、降雨豐沛之特點，帶來豐富水力資源，水資源管理措施除重視
水源涵養及保育，應增進包含水力資源之再生能源應用等水資源多元化經營。水力為地方
重要替代性能源之再生能源選項之一，強化水力再生能源應用，提升鄉村聚落永續能源自
主，減少鄉村對外界資源需求之依賴，並帶動地方經濟活動及發展動能。
二、由於台灣水文環境特性在於擁有不同型態大小河川溪流，鄉村地區遍布圳路及溝渠，使鄉
村極具水力再生能源之發展潛力，適宜推廣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施應用。鑒於鄉村地區
對水涵保育及涵養貢獻極大，水資源保育回饋措施應包含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施興建，
增進地方居民公共福利，並提高地方再生能源應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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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二條之二

條

文

於水質水量保

現

行

條

第十二條之二

文

說

明

於水質水量保

一、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施

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
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

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
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

指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定
義之川流式水力及其它利用

及公共給水外，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

及公共給水外，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

溪流、河川、湖泊、圳路、
溝渠與埤地等天然水力資源

費。其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
水之公用事業，得報經中央

費。其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
水之公用事業，得報經中央

及人為水利設施，並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

主管機關同意後，於其公用
事業費用外附徵百分之五以

主管機關同意後，於其公用
事業費用外附徵百分之五以

發電設施；微型水力發電設
施裝置容量為一百瓩以下，

上百分之十五以下之費額。
供農業使用者，中央主管機

上百分之十五以下之費額。
供農業使用者，中央主管機

微型水力發電設施裝置容量
為一百至二萬瓩。

關及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編
列預算補助。補助對象及方

關及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編
列預算補助。補助對象及方

二、台灣水力資源豐沛，政府
應推廣符合生態永續指標之

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施，
發展以提升再生能源發展多

。

。

元及擴大再生能源發展發電
占比之目標。

前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前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之徵收項目、對象、計算方
式、費率、徵收方式、繳費

之徵收項目、對象、計算方
式、費率、徵收方式、繳費

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
不足之追補繳、取用水資源

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
不足之追補繳、取用水資源

量之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收費辦法，由中央主

量之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收費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水源
或用水標的分別定之。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水源
或用水標的分別定之。

第一項水源保育與回饋
費得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

第一項水源保育與回饋
費得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

源相關基金管理運用，專供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

源相關基金管理運用，專供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

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
設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

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
設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

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
項目如下：

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
項目如下：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
、微型與小型水力發電設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
、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

施、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
其他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

他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項
。

項。

二、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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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
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

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
育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

育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
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

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
費、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

費、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
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育

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育
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

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
共福利回饋事項。

共福利回饋事項。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
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

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
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

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
利人補償金事項。

利人補償金事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
事項。

事項。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之相關費用事項。

之相關費用事項。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之必要執行事項。

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
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

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
項。

項。
前項第三款之補償應視

前項第三款之補償應視
土地使用現況、使用面積及

土地使用現況、使用面積及
受限制程度，發給補償金，

受限制程度，發給補償金，
並由主管機關與土地所有權

並由主管機關與土地所有權
人或相關權利人締結行政契

人或相關權利人締結行政契
約。補償對象以私有土地所

約。補償對象以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為優先

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為優先
，其發放標準及契約範本，

，其發放標準及契約範本，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
族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定之。

族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定之。
其行政契約應明訂所有權人

其行政契約應明訂所有權人
或相關權利人土地容許使用

或相關權利人土地容許使用
項目、違約處罰方式等。

項目、違約處罰方式等。
支用於第三項第一款至

支用於第三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

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
經費，由水質水量保護區專

經費，由水質水量保護區專
戶運用小組依其區內土地面

戶運用小組依其區內土地面
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運

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運
用於區內各鄉（鎮、市、區

用於區內各鄉（鎮、市、區
）。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考

）。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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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
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收

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收
取，其減收費額由水源保育

取，其減收費額由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支應。保護區內原

與回饋費支應。保護區內原
住民地區非屬自來水供水系

住民地區非屬自來水供水系
統之簡易供水設施，應加速

統之簡易供水設施，應加速
辦理。

辦理。
同一鄉（鎮、市、區）

同一鄉（鎮、市、區）
公所跨二以上保護區者，其

公所跨二以上保護區者，其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經各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經各
該保護區之運用小組協調及

該保護區之運用小組協調及
審議通過後運用之。

審議通過後運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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