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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9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6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郭國文、賴瑞隆等 17 人，農業水資源為公
共財，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為確保糧食安全、農業永續發
展及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實有必要建構國家農業水資源公共
化管理體制，透過系統化投資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提升
面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完善我國農業經營環境基礎建設。
行政院組織再造後，農田水利事業由農業主管機關掌理，另
農田水利會亦規劃改制為公務機關，關於農田水利事業之農
田水利設施管理及灌溉水質維護、管理等事務，宜有作用法
為依據，以建立灌溉排水系統管理政策，健全農田水利設施
之興建、維護及管理，爰擬具「農田水利法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鍾佳濱

郭國文

連署人：蘇治芬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賴惠員

王美惠

林宜瑾

黃秀芳

何欣純

羅致政

許智傑

何志偉

劉世芳

陳歐珀

蘇震清

范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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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草案總說明
農業水資源為公共財，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目前全國 68 萬公頃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尚有
37 萬公頃公頃農地未納入農田水利會灌區管理。再者，由於氣候變遷，旱澇發生頻率增加，為確
保糧食安全、農業永續發展及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實有必要建構國家農業水資源公共化管理體制，
透過系統化投資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提升面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完善我國農業經營環境基礎
建設。
行政院組織再造後，農田水利事業由農業主管機關掌理，另農田水利會亦規劃改制為公務機
關，關於農田水利事業之農田水利設施管理及灌溉水質維護、管理等事務，宜有作用法為依據，以
建立灌溉排水系統管理政策，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爰擬具「農田水利法」草案
，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本法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三、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並訂定該區域內之灌溉制度。（草案第四條）
四、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及訂定其劃設基準、管理維護等相關事項。（草案第五條）
五、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農田排水與水利法逕流分擔之分工。（草案第六條）
六、一定規模以上農田水利設施工程之專業技師簽證及農田水利設施之變更、拆除規定。（草案第
七條及第八條）
七、農田水利設施之工程用地取得方式、發生損害有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虞之緊急處置及本
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事業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草案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八、農田水利設施經申請許可，得兼作其他使用。（草案第十二條）
九、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施設銜接農田水利設施之溝渠等構造物及
於本法施行前已施設者之處置。（草案第十三條）
十、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非農田之排水，應申請許可及灌溉水質之基準值檢測方式。（草案第十四
條及第十五條）
十一、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禁止事項。（草案第十六條）
十二、主管機關得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成立水利小組，維持農民與行政機關之協力互助關係。（
草案第十七條）
十三、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應設置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及其收入來源與支出用途之範
圍。（草案第十八條）
十四、農田水利事業資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專款專用。（草案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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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管機關應以年度預算撥款至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及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年度撥款之計算標
準。（草案第二十條）
十六、主管機關加壓供水之增加費用由使用者負擔。（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七、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每年應提撥部分財產處分所得價款，辦理照舊使用土地之承租或用地
取得。（草案第二十二條）
十八、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刑罰及行政罰。（草案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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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第一條

總

則

說

明

章名。

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發展，健

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以穩
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水、擴大灌溉
服務範圍及排水、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地
利用價值，特制定本法。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農業水資源為公共財，與農業經營密不可
分，為確保糧食安全及實現農業發展條例
第一條「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農地
合理利用」之立法目的，推行農田、農地
重劃及集水區相關灌溉、排法等農田水利
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穩定供應農業發
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範圍與
排水，進而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
價值，爰制定本法。

第二條
。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田水利事業：指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
法於主管機關劃設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或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從事農田灌溉、農田
與及相關事項。
二、農田水利設施：指農田水利所需取水、
汲水、輸水、蓄水、排水與其他構造物及
其附屬構造物。
前項第二款包括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

本法之主管機關。
一、第一款明定農田水利事業之定義。農田水
利事業為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法在主管機
關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劃設之農田水利事
業區域或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劃設之農田
水利設施範圍內從事農田灌溉、農田排水
、農田生態環境維護或相關事項；農田水
利事業區域外，則於逐步檢討納入農田水
利事業區域內後，為相同管理。
二、第二款明定農田水利設施之定義。為因應

會所轄之設施。

農田水利設施多樣化之態樣，爰依農田水
利會現有之農田水利設施，按其功能類型
規範其範圍如下：
(一)取水：如水閘、渠首工、揚水場與臨
時攔水壩等。
(二)汲水：如抽水站、水井等。
(三)輸水：如幹支分及所屬給水渠道、渡
槽、虹吸工、道路暗渠等。
(四)蓄水：如貯水池等。
(五)排水：如農業排水渠道等。
(六)其他構造物：如跌水工、涵洞、沉砂
池、減水壩、圍墾堤、跌給水門等。
(七)附屬構造物：如版橋、量水設備等。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依河川水系、地理環境及
經濟利益劃設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並公告之
；其變更、廢止時，亦同。

一、參考水利法第五條有關劃分水利區之規定
，於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劃設農田水利事
業區域之考量因素與程序。原屬農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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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依水源條件、區域水資源統

會事業區域，於農田水利會改制後將先行

籌調度、農業經營規劃及農田水利設施功能
，訂定前項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之灌溉制度
，並公告之；其變更、廢止時，亦同。
第一項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劃設基準、

劃入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以保障原農民
用水權益；非屬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則依立
地條件、農業發展政策及財政負擔，逐步
納入灌溉服務。

變更、廢止、前項灌溉制度之訂定基準、變
更、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二、為確立主管機關與灌溉用水人（農民）之
權利義務關係，以維持用水秩序、強化用
水效率，參考現行農田水利會以灌溉制度
規範會員用水秩序之方式，據以延續現存
灌溉系統之用水秩序。另灌溉制度訂定基
礎，係以農田水利會原興辦事業所規劃之
施灌作物類別、灌溉時間及水量分配之依
據。爰於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應考量水源
條件等因素訂定並公告灌溉制度。又農田
水利會改制後灌溉制度之公告，初期將銜
接原農田水利會既存制度，並規範農民用
水秩序，併予敘明。
三、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農田水利事業區
域劃設及訂定灌溉制度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

第二章

農田水利設施之劃設及管理

章名。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加以管理維護，並公告之；其變更、廢止時
，亦同。
前項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劃設基準、管
理維護、變更或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
所涉及之區域範圍，以執行本法規範之各
項管理作為。又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農
田水利設施維護及改善作業，應由主管機
關依本法與水利法之主管機關分工合作，
爰該設施涉及水庫蓄水範圍、河川範圍、
排水範圍與農田水利設施範圍管轄重疊部
分，仍需經水利主管機關核准；另汲水設
施（水井）之管制事項涉及地下水管制事
務亦依水利法辦理，併予敘明。
二、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劃設基準、管理維護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爰
為第二項規定。

第六條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農田排水，應配

水利主管機關依法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及

合依水利法公告之逕流分擔計畫及水利主管
機關之防洪規劃，分擔鄰近區域洪水。

其防洪規劃，如需利用埤塘或土地協助蓄滯洪
水，主管機關應予配合，以避免因農田水利事
業開發影響水利主管機關之防洪規劃，爰為本
條規定。

第七條 農田水利設施工程屬一定規模以上之
規劃、設計及監造，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相

一、農田水利設施規模差異甚大，為考量經濟
性及效益性，且為維護設施之品質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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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業技師簽證。但主管機關自行辦理者，

，一定規模以上農田水利設施工程之規劃

得由主管機關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師證書
者辦理。
前項一定規模、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設計、監造，應由專業技師簽證，爰參
考自來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為第一項規
定。
二、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公告第一項一定規

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理農地重劃之農田水
利設施工程，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模、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
三、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理之重劃區，因內政部
已訂有相關作業規範，為避免管轄權積極
競合，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理農地重劃水路
工程，仍依農地重劃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八條 任何人不得任意變更或拆除農田水利
設施。但為提高土地運用效益、增進公共利
益、供公共建設所需或周遭農田已變更非農
業使用，申請人得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後，依許可內容辦理變更或拆除，
並負擔其費用。
前項申請人資格、申請程序、計畫書應
記載內容、應檢附文件、許可條件、廢止許
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一、為促進公共利益、提高土地運用效益，經
主管機關許可得辦理原農田水利設施之變
更或拆除事務，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申請人資格、申請程序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新建或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所必需之工
程用地，得以撥用、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
權或租用、協議價購、徵得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或徵收等方式取得。

為規範農田水利設施工程用地之取得方式，爰
為本條規定。又取得土地方式，例如公有土地
取得方式包含有償或無償撥用，及依國有財產
法與其他相關公有土地取得法令規範為之；私
人土地取得方式，則依本條規範以設定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或租用、協議價購、徵得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等方式為之。為確保主管機關取得
用地手段選擇之彈性，私人土地取得徵收為最
後手段。

第十條 農田水利設施發生損害，有立即危害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虞時，主管機關得將
設施拆除、徵用搶護必需之物料、機具、設
施、土地或徵調人工，或為其他必要之緊急
處置。

一、農田水利設施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遭受
損害，致生立即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
虞時，應緊急加以處理；惟現由農田水利
會轄管之灌溉排水圳路長度計約七萬餘公
里，埤塘計約七百餘座，為避免主管機關

人民因前項拆除、徵用、徵調或其他緊
急處置遭受損失者，得向主管機關請求補償
。但損失之發生係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
者，得不予補償。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
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損失補償應自知有

行政資源有限，鞭長莫及，難以立即妥適
處理緊急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危
害，應授權主管機關得採取拆除或徵用及
徵調人工等緊急處置措施，參考水利法第
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有關拆除、徵用或徵調人工之措施，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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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時起，二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

及人民身體、財產之特別犧牲，應加以補

，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依第二項規定補償之基準、程序、給付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償，爰參考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於第二項明定人民因前項主管機關所為之
緊急處置遭受損失者，得請求補償，於第
三項明定損失補償之方式及請求權時效，
並於第四項明定補償基準、程序等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
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
前項土地屬得無償撥用之國有土地者，
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所屬機關，徵得管理機關
同意，會同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並由該
指定之所屬機關管理。
前項土地不得列入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資產。

一、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
用，查目前照舊使用土地，根據統計屬以
無償使用者，公有土地約有二千六百二十
四公頃、公營事業土地約有三百九十七公
頃、私有土地約二千九百十一公頃，總計
達五千九百三十二公頃；另以承租使用者
，公有土地二十一公頃、公營事業土地三
十四公頃、私有土地一百八十三公頃，總
計約有二百三十八公頃，合計達六千一百
七十公頃。考量現有農田水利會在辦理更
新改善時如涉及私有土地者，多以取得土
地同意書方式辦理，因農田水利事業係屬
維繫農業發展所需具高度公益性，且設施
受限於經費或土地取得等短期間難以變更
或具不可替代性，其土地應屬具高度公共
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爰於第一項規定本
次農田水利會改制後，相關土地如原作水
利使用者，均以維持原使用狀況辦理。至
於該土地於使用期間稅捐之徵免，於本法
施行後依土地稅法規定辦理。又依第二十
二條規定，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每年
應提撥部分財產處分所得價款，作為價購
或承租照舊使用土地之財源，以規範國家
對於照舊使用土地取得之義務，併予敘明
。
二、農田水利會改制後屬行政機關，如第一項
土地屬得無償撥用之國有土地，得由主管
機關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農田水利
事業使用，惟此國有財產非屬農田水利會
原有資產，故不得列入依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設置之作業基金，爰為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至於得無償撥用之國有土地，其
判別標準依行政院訂定之各級政府機關互
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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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灌溉管理

章名。

第十二條 農田水利設施不得兼作其他使用。
但不妨礙原有功能運作及維護者，申請人得

一、農田水利設施除原有功能外，常有搭配水
、搭排水、建設版橋通行及掛管路纜線等

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兼作其
他使用。
前項之兼作使用項目、申請程序、計畫
書應記載內容、應檢附文件、許可條件、廢

其他功能需求，另可配合國家綠能政策措
施多元利用及收益，爰於第一項規定主管
機關於不妨礙原有功能運作及維護之情形
，得許可兼作其他使用。

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有關許可使用事項之項目、申
請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三條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擅自施設銜接農田水利設施之
溝渠、箱涵、排水管線或其他構造物（以下

一、農田水利設施屬提供灌溉用水之特殊使用
公物，如須於設施上施設溝渠、箱涵及排
水管線等設施，應經主管機關許可，爰為

簡稱擅設物）。
本法施行前既存之公共排水系統設施，
得為從來之使用，不適用前項規定。但辦理
改善、復舊或拆除者，仍應依前項規定申請

第一項規定。
二、現行非屬農田排水之公共排水系統常有未
經農田水利會許可匯入之情形，如均須重
新申請許可，涉及相關排水系統重置事務

許可。
本法施行前未經許可，已施設於農田水
利設施範圍內之擅設物，主管機關得公告禁
止使用、予以封閉或令施設人拆除；其有危

，爰於第二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既存之公共
排水系統設施，得為從來使用，但於相關
設施更新改善時，應再行申請許可。
三、農田灌排系統如有受污染之風險或已受污

害人體健康、農業產業或生物安全之虞者，
主管機關並得立即拆除或採取其他必要處置
。
第一項申請之程序、應檢附文件、許可
條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染時，主管機關應立即依據污染源、現場
特性及渠道分佈等給予適當處置，以避免
造成渠道或農田污染。本法施行前以無主
物設施非法排放污染物之處置，基於前開
適當處置之概念，以兼顧人民財產權及污
染管制之原則，宜賦予主管機關在污染未
達緊急狀況前，得以公告禁止使用、或為
封閉、排除之處分，如有重大危害之虞者
，主管機關應立即執行必要處置，以避免
污染擴大，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有關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施設
銜接農田水利設施之溝渠、箱涵、排水管
線或其他構造物之申請許可等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不得擅自排
放非農田之排水。但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者
，得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排放
。
前項但書之灌溉水質基準值、申請程序
、計畫書應記載內容、應檢附文件、許可條

一、農田灌溉排水渠道之施設目的為灌溉與農
田排水功能，其管理原則為落實灌排分離
，然考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尚低，故
現況使用農田灌溉排水系統兼作其他排水
需求仍存，故以許可方式辦理，經許可排
放者，應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爰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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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項規定。
二、有關第一項灌溉水質基準值、申請許可等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爰為
第二項規定。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一項規定灌溉
水質之基準值檢測方式、品質管制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參考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前
條第一項規定灌溉水質之基準值檢測方式及品
質管制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行為：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禁止為下列

一、農田水利事業設施與水利設施相同，均屬
區域水資源管理系統之一環，為強化系統

一、填塞圳路。
二、毀損埤池、圳路或附屬構造物。
三、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

性整合管理，爰參照水利法第六十三條之
三有關禁止事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
田水利設施範圍禁止有礙安全或妨礙功能
運作等行為。

四、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五、採取或堆置土石。
六、其他妨礙農田水利設施安全或功能之行
為。

二、第二項明定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灌溉用
水須依灌溉制度或主管機關許可，始得引
取。
三、第三項明定依第二項但書規定向主管機關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灌溉用水，供農
業使用，不得擅自引取。但依第四條第二項
所定灌溉制度或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引取者
，不在此限。

申請引取之程序、應檢附文件等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項但書規定申請之程序、應檢附文
件、許可條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
，視地方灌溉需求成立水利小組；水利小組
置小組長一名，為無給職，協助推動各該水
利小組之灌溉用水管理。
前項水利小組之成立、任務、成員組成
、小組長產生方式與辦理事項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規定，
水利小組屬於田間灌溉配水之基層組織，
又依司法院釋字第五一八號解釋，農田水
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間之掌水費及小給
水路、小排水路之養護歲修費，其分擔、
管理與使用，基於臺灣農田水利事業長久
以來之慣行，係由各該小組成員，以互助
之方式為之，並自行管理使用及決定費用
之分擔，適用關於私權關係之原理。農田
水利會改制行政機關後，已非屬私權關係
，惟考量經濟可行性及行政效率，仍宜維
持由農民與行政機關建立協力互助關係，
故需建立起私人參與行政任務之水利小組
制度，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水利小組成員組成、水利小組
長產生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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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農田水利事業經費

章名。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及維
護灌溉管理組織之營運，應設置農田水利事

一、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及維護灌溉管理組織
之營運，主管機關應設置農田水利事業作

業作業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依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業基金，至該基金之收入及支出，除參考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條、第二十四條
各項收入及支出項目外，宜配合農田水利
會改制，其資產納入作業基金後，明定相

申請許可時所收取規費及依第二十一條規
定向使用者收取費用之收入。
三、租金及利息收入。
四、資產處分或活化收益收入。

關支出與收入項目，爰為本條規定。
二、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核准許可收入、租
金、利息、資產處分或活化及其他收入，
原屬農田水利會改制前（公法人）既有之

五、其他收入。
前項作業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
理事項之支出。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務之
支出。
三、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費。
四、原農田水利會所屬農田水利設施所需使
用土地之承租或用地取得事項之支出。
五、其他有關支出。

收入項目；改制後為配合農田水利事業永
續經營之政策目標，原屬農田水利會資產
納入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其資產所生
收益，專款專用於農田水利事業，其賸餘
得留存基金，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農田水利設施管理係由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執行，基金之支出包含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人事費、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
養及管理事項，其規費收取後亦於基金支
出，另第二十一條所定使用者負擔費用收
入屬農田水利事業興辦之支付項目之一，
故規費納入基金收入符合專款專用原則，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事業之資產及負債由國家
概括承受，並納入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
前項資產移轉予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
管理時，免收一切稅捐。
為籌措農田水利事業經費，第一項由國
家承受資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均以活化收
益方式辦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
第四章及第六章之限制；其活化收益之項目
、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各機關依法撥用者，應辦理有償撥用
。
第一項資產不受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但書、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
項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
有關公有土地無償撥充或抵充規定之限制。
但原由農田水利會依農地重劃條例第三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無償取得之土地，參與區段徵

一、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事宜，農田水利會現
有資產及負債均由國家概括承受，且農田
水利事業作業基金設置係配合政府推動農
田水利會改制政策，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因農田水利會資產型態多元，除事業用地
外，另非事業用地之使用態樣繁多，為免
相關資產繼受時尚需課徵相關稅捐之外部
支出，且降低後續相關稅捐認定程序之不
確定性，參照憲法第十九條之精神，以依
法律納稅，兼指納稅及免稅之範圍，均應
依法律之明文，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查目前農田水利事業之收入來源約有超過
四成屬於資產處分，為確保原農田水利會
資產仍用於農田水利事業，且強化其運用
彈性，故排除國有財產法關於第二十八條
、第四章使用與第六章處分相關規定，並
就活化收益之項目等相關事項之辦法，授
權由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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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及土地重劃時，應無償撥充或抵充。

四、又因農田水利會現有資產於改制後轉為公

原由農田水利會訂定之契約，於本法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免徵營業稅。
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原屬農田水利會之
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逕

有，為維持原資產收益達專款專用之政策
目標，排除有關公有土地以無償撥充或抵
充規範，爰為第四項本文規定，至於其土
地不予無償撥充與抵充面積之計算，應視

為登記，其所有權人欄註明為國有，管理機
關由主管機關指定所屬機關為之。

農地重劃區個案與現地勘查辦理。又為保
障原地主與地方政府所提供土地做為水路
之公益性，於但書明定原由農田水利會取
得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之土地，仍應無
償撥充與抵充。
五、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農田水利會依同條第一項之各款收
入免徵營業稅與所得稅。其改制後，由農
田水利會資產設置之作業基金依法免徵所
得稅，但仍須繳付營業稅，為降低改制衍
生之衝擊，爰於第五項明定於本法施行前
所定相關契約，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
仍免徵營業稅。至本法施行後所新訂之契
約依法課徵營業稅，併予敘明。
六、原屬農田水利會土地移轉後，因地籍整理
發現尚有相關土地遺漏未移轉登記者，為
簡化行政程序，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以逕為登記方式辦理，爰為第六
項規定。

第二十條 為維持農田水利設施營運所需，主
管機關應以年度預算撥款至依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
前項年度撥款之計算標準，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一、現行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五條第
四項規定及實務運作，係由政府編列預算
補助之會費補助款、財務困難補助款及加
強營運改善補助款等經費，於本法施行後
，應持續撥款至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
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政府持續投入農田水利事業之營運
所需，主管機關得視灌溉區域變化、操作
維護成本及管理需求訂定相關計算標準，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因應地形須以加壓供應
灌溉用水者，得向使用者收取額外增加之操
作及設施維護等相關費用。

農田水利事業主要係以重力流方式供灌，其基
本費用由主管機關以年度預算撥款至農田水利
事業作業基金，惟部分區域因地形限制等，若
需以加壓供水模式興辦農田水利事業者，常顯
著增加操作及設施維護成本，故應建立當地農
民用水節水意識，減少灌溉水資源浪費情事，
爰於本條明定主管機關得向使用者收取加壓供
應灌溉用水所增加之操作及設施維護等相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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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用於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農田水
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第二十二條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每年應提

私有土地供農田水利設施使用者，其所有權人

撥部分財產處分所得價款，辦理依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照舊使用土地之承租或用地取得
。

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為公益所
致產生不利益，為規範照舊使用水利用地之價
購或承租，參考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四
十六點規定，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致生
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之禁止行為，恐危害區域
水利設施管理系統之完整性，如造成該設施所
供灌之事業區域內產生淹水等災害，致生公共

前項情形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危險或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科以行為人相關
刑責，爰為本條規定。

十五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四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使

一、農田水利設施肩負區域防洪系統之重要功

管理人員啟閉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水門、閘
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行為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七年以下

能，若違反相關水門操作規定，以強制行
為非法迫使管理人員啟閉水門、閘門，恐
影響整體農業配水秩序及設施管理安全，
應科以行為人相關刑責，爰為第一項規定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聚眾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
二、第一項行為如造成該設施所供灌之事業區
域內產生淹水等公共危險，將提高住民生
命、產業及財產安全之危險，應加重處罰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聚眾犯前二項之罪之刑責。
四、第一項之未遂犯，仍造成農田水利管理人
員之危險，應處罰之，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擅自排放非農田之排水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許可排放非農田
之排水，不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行為人屬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所定情形之一，且有危害農業
產業、生物安全或人體健康之虞者，得加重
其罰鍰最高額至新臺幣二千萬元。
依前四項規定處罰者，主管機關並得令

一、第一項明定未經許可排放非農田之排水於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罰責。
二、為維護農業生產安全，於農田水利設施範
圍內排放非農田之排水，違反灌溉用水水
質基準值者，縱然未違反放流水標準，仍
應予以處罰，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二項之行為人屬事業者，其防免義務及
危害程度較高，應加重其裁罰金額，並授
權主管機關公告事業範圍，爰為第三項規
定。
四、前三項行為有危害農業產業、生物安全或
人體健康之虞者，將可能造成產業或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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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情節重大者，廢止其排放許可。

環境危害之不可回復性，參考水污染防治
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爰為第四項規定
，並由主管機關另定裁罰基準。
五、第五項明定依前四項規定處罰者，主管機
關並得令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廢止排
放許可。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

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罰
責。

許可，變更或拆除農田水利設施或未依許
可內容辦理變更或拆除。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兼作其他使用。
三、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於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施設擅設
物。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農田水利
設施範圍內為禁止之行為。
五、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擅自引取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
灌溉用水。
第二十七條 有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條第四
款、第五款所定情形之一，其情節輕微者，
得先命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得減輕或
免予處罰。
前項情節輕微之認定、減輕或免予處罰
之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章

附

則

因農田水利設施多屬農村環境或農業使用，違
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規定之行為人亦
多屬農民，考量其情節輕微且改善完成者，依
原定罰則處罰仍嫌過重，應予減輕或免除其處
罰，參考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
，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章名。

第二十八條 下列土地經依法申請從事農田水
利事業以外之使用者，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
：

一、按現行農田水利會事業用地、供農田水利
設施所用土地，其土地使用地類別屬水利
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

一、屬農田水利事業用地，且其土地使用地
類別屬水利用地。
二、主管機關依法撥用、協議價購或徵收，
供農田水利設施所用之土地。
三、經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告為農田水利
設施範圍內之土地，且其土地使用地類別
屬水利用地。
前項土地之清冊，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規定申請容許使用者，其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鑒於本法施行後
，農田水利設施與其用地管理事務，宜由
本法主管機關統一管理，爰於第一項明定
各款用地，經依法申請從事農田水利事業
以外之使用（例如申請使用管制及容許使
用項目等事項），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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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外界清楚了解第一項所定土地之範圍
，授權主管機關公告其土地清冊，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二十九條
。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為授權主管機關就本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訂定施行細則，爰為本條規定。
為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時程，明定本法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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