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川治理計畫訂定程序

修正對照表
107.11.06

修正名稱
河川治理計畫訂定程序

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規範河川治理計畫及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
圖審查程序，特訂定本程序。

現行名稱
河川治理基本計畫訂定程序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
布之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已將「河川治理基本計畫」
修正為「河川治理計畫」
，爰配
合修正。
說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 一、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本署）為規範河川「治理基本
正公布之水利法第七十八
計畫」及「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之二條第二項已將「河川
線（用地範圍）圖」審查程序，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特訂定「河川治理基本計畫訂
川治理計畫」，爰配合修
定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
正。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水利法第八十二
條第一項已將「堤防預定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爰配合修正。

二、中央管河川治理計畫(含修
正)之制定及公告程序如下：
(一)規劃單位(本署各附屬機
關)辦理河川治理規劃或

二、中央管河川治理基本計畫 一、治理計畫應依據規劃或規
之制定及公告程序如下：
劃檢討成果辦理，原於本
1. 由規劃單位(本署各附屬機
項增加「規劃檢討」之敘
關)辦理區域排水治理規劃，完
述，並增加地方說明會召

規劃檢討，應召開地方說
明會，瞭解地方問題與需
求。完成治理規劃或規劃
檢討報告（初稿）後，再
次召開地方說明會向地
方說明改善方案，經期末
報告審查通過後，函報本
署召開會議審查，本署召
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河

成「治理規劃報告（初稿）」後，
開時機以加強地方溝通機
召開說明會並經期末報告審查
制。
通過後，函報本署召開會議審 二、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查，本署召開審查會議時得邀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請「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排水
川治理計畫」。
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 三、經濟部於一○六年九月
審議小組）專家學者委員及相
二十五日頒訂「河川治理
關單位協助審查，必要時得辦
計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理現勘。
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審

川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委
員或專家學者及相關單
位協助審查，必要時得辦
理現勘。

議小組設置要點」取代原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設置要點」，爰修正審議
小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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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委員與專家學者敘述
方式。
(二)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修正規劃或規劃檢討報
告並報本署備查後，據以
編訂治理計畫（初稿）及
繪製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用地範圍線圖（初稿）
（治
理計畫內容及附件應依

2. 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修正規劃報告並報本署備查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後，據以編訂「治理基本計畫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初稿）
」及繪製「治理計畫堤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初
線」。
稿）」函報本署召開會議審查。 二、治理計畫應依據規劃或規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
劃檢討成果辦理，增加「規

本署規定格式內容辦理）
送由轄管河川局據以召
開地方說明會，規劃單位
協助為必要之說明。

範圍）圖（初稿）」陳報時應附
劃檢討」
治理基本計畫自行檢核表及
三、刪除治理計畫(初稿）及用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
地範圍線(初稿)於地方說
範圍）圖」劃定說明。本署召
明會召開前須送署審查之
開審查會議時得邀請審議小組
規定
專家學者委員協助審查，必要
時得辦理現勘。
3. 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一、本項刪除。
修正「治理基本計畫」、「治理 二、原召開地方說明會之規定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併入第二項。
圖」後，送由轄管河川局據以
召開地方說明會，規劃單位協
助為必要之說明。
(三)規劃單位於地方說明會後 4. 規劃單位於地方說明會後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參酌民眾意見為必要之
參酌民眾意見為必要之說明或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說明或修正治理計畫，將 修正治理計畫，將「治理計畫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
範圍線圖，並附治理計畫
（並應含自行檢核表、劃
定說明、歷次會議紀錄、
地方說明會紀錄及其意
見處理情形表），函報本
署提請審議小組審議，審
議時得邀請規劃單位及
轄管河川局列席說明，必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各二份，並附「治理基本計畫」
線」。
（並應含歷次會議紀錄、地方 二、原第二項刪除之自行檢
說明會紀錄及其意見處理情形
核表、劃定說明併入本
表）二十五份，函報本署提請
項。
審議小組審議，審議時得邀請 三、治理計畫如與規劃報告
規劃單位及轄管河川局列席說
有差異時，以檢附差異說
明，必要時得辦理現勘。
明方式，減少修正原規劃
之行政程序，並補充差異

要時得辦理現勘。

說明格式。
四、刪除份數之規定。

提送審議之治理計畫如與
原規劃(或規劃檢討)有差
異時，應檢附差異說明（格
式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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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單位應於審議小組審
議治理計畫通過後，依審
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
理計畫、水道治理計畫線
或用地範圍線圖，陳報本
署代辦部函核定之，並公
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地範圍線圖。

5. 各規劃單位應於審議小組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審議治理計畫通過後，依審議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理基本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計畫」、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用地範圍）圖」
，送由各轄管
線」。
河川局陳報本署代辦部函核定 二、刪除送由河川局報署之規
之，並公告「治理計畫堤防預
定，由規劃單位送署。
定線（用地範圍）圖」。

三、直轄市管、縣（市）管河 三、直轄市管、縣（市）管河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川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
線圖公告程序如下：
(一)該河川管理機關辦理河川
治理規劃或規劃檢討，完
成治理規劃或規劃檢討
報告並核定後，據以編訂
治理計畫（初稿)及水道
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地範圍）圖」公告程序如下：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1. 該河川管理機關辦理河川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治理規劃，完成「治理規劃報
線」。
告」後，據以編訂「治理基本 二、治理計畫應依據規劃或規
計畫（初稿)」及「治理計畫堤
劃檢討成果辦理，增加「規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初
稿)」後，召開地方說明會。

劃檢討」

線圖（初稿)後，召開地
方說明會。
(二)該河川管理機關於地方說
明會後參酌民眾意見為
必要之說明或修正治理
計畫及水道治理計畫線
或用地範圍線圖後，送該
河川主管機關核定治理

2. 該河川管理機關於地方說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明會後參酌民眾意見為必要之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說明或修正治理計畫及「治理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圖」後，送該河川主管機關核
線」。
定。
二、治理計畫修正時，以檢附

計畫及核可水道治理計
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圖。
前項修正後之治理計
畫，如與核定之規劃或規
劃檢討報告不同時，應研
擬治理計畫與規劃差異
說明(格式如附件一)。

差異說明方式。減少修正
原規劃之行政程序，並補
充差異說明格式。

(三)該河川主管機關應將其核 3. 該河川主管機關應將其核
一、配合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
可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定之「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
一項修正將「堤防預定線」
用地範圍線圖（含劃定說
明)，並附規劃或規劃檢
討報告、規劃差異說明及
治理計畫（應含歷次會議
紀錄、地方說明會紀錄及

地範圍）圖」
（含劃定說明)二
修正為「用地範圍線」。
份，並附規劃報告二份及治理 二、刪除份數規定。
計畫（應含歷次會議紀錄、地 三、第二點已簡稱審議小組，
方說明會紀錄及其意見處理情
爰修正文字敘述。
形表）三十份，函報本署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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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見處理情形表），函
報本署提請審議小組審
議。審議時得邀請該河川
管理機關及主管機關列
席說明，必要時得辦理現
勘。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排水治
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審議時得邀請
該河川管理機關及主管機關列
席說明，必要時得辦理現勘。

(四)該河川管理機關應於審議 4. 該河川管理機關應於審議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
小組審議通過後，依據審 小組審議治理基本計畫通過
治理基本計畫」修正為「河
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水
後，依審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
川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圖後，送由該河川主
管機關陳報本署代辦部
函核定並公告之。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
範圍）圖」後，送由該河川主
管機關陳報本署代辦部函核定
並公告之。

線」修正為「用地範圍線」

(五)經審議小組審查後，該河 5. 經審議小組審查後，該河川 配合水利法修正將「河川治理
川治理計畫如須修正
「治理基本計畫」如需修正
基本計畫」修正為「河川治理
時，該河川管理機關應參 時，該河川管理機關應配合修 計畫」。
酌審議意見配合修正後
正後再陳送主管機關核定之。
再陳送主管機關核定之。
四、因水道變遷或其他因素無
法依已核定公告之水道治
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圖
施工，或配合逕流分擔計
畫訂定須修正治理計畫或
用地範圍線圖，或其他因

四、因水道變遷或其他因素無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防
法依已核定公告之治理計畫堤
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施工，
圍線」。
或其他因素需變更核定公告之 二、補充因規劃檢討或逕流分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擔計畫擬訂而須修正治理
圍）圖者，應依本程序第二點
計畫時之規定。

素須變更核定公告之水道
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
圖者，應依本程序第二點
及第三點有關規定辦理水
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
線圖變更。前揭變更為局
部修正者，應依「河川水
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局部修正作業注意事

及第三點有關規定辦理治理計 三、河川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用地範圍線之局部變更作
變更。
業，本署另已函頒「河川
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局部修正作業注意事
項」
，爰敘明應依該注意事
項辦理。

項」辦理。
五、因配合都市計畫線須局部
調整、地籍套繪誤差、地
形因素、工法改變等，致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須變

五、因配合都市計畫線需局部
調整、地籍套繪誤差、地形因
素、工法改變等，致公告之治
理計畫堤防預定線需變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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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第二點已簡稱審議小組，

更，但不改變水道治理計
畫線時，經召開地方說明
會取得共識後，得不提報
審議小組審議，由該河川
管理機關完成修正後，提
報本署逕行審查並代辦部
稿核定公告之。

不縮減通水斷面積時，得不提
報「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排水
治理計畫審議小組」審議，由
本署逕行審查並由經濟部授權
本署代辦部稿核定公告，其後
依工程實際使用之土地範圍比
照土地取得徵收處理程序辦理
土地登記，並按實做圖變更排
水設施範圍且依規定公告變

爰修正文字敘述。
三、刪除贅字。
四、刪除原程序有關土地徵收
與設施範圍線劃設之敘述，回
歸用地取得與排水設施範圍線
既有之程序辦理。

更。
六、已完成治理規劃或規劃檢
討(直轄市、縣市管河川已
依相關計畫程序由經濟部
核定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自行核定、中央管河川已

六、尚未完成河川治理基本計 一、為加速局部配合工程治理
畫，但急需辦理整治者，得就 之用地範圍線審議與公告作業
該整治渠段先行依核定之工程 順利，修正原規定使其更齊全
計畫，編製「治理計畫堤防預 與流程更明確，並補充「急需

定線（用地範圍）圖」
，如尚未
由本署備查)，尚未完成河
辦理工程公聽會者應召開地方
川治理計畫，但急需辦理
說明會並修正後，將「治理計
整治者，得就該整治渠段
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先行依核定之工程計畫，
圖」
、
「地方說明會紀錄」或「工
編製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程公聽會紀錄」等相關資料，
地範圍線圖，如尚未辦理
工程公聽會者應召開地方 函報本署提請審議小組審議審
說明會並參酌民眾意見為 議。該河川管理機關應依審議
必要之說明或修正後，將 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理計畫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圖、地方說明會紀錄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後，送由主管機關陳報本署代

辦部函核定並公告之，並據以
或工程公聽會紀錄(含回
應情形)、急需辦理整治段 辦理徵收用地。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先行劃設說明（如附
件二）等相關資料，函報
本署提請審議小組審議。
該河川管理機關應依審議
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水道治
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圖
後，送由主管機關陳報本
署(中央管河川由河川局
陳報本署)代辦部函核定
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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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整治段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用地範圍線先行劃設說明」格
式如附件。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已將「河川治理基本
計畫」修正為「河川治理計
畫」，爰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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