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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    

1.1.1.1.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行政院訂定發布同日施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行政院訂定發布同日施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行政院訂定發布同日施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行政院訂定發布同日施行    

2.2.2.2.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行政院修正發布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行政院修正發布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行政院修正發布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行政院修正發布    

3.3.3.3.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行政院增訂及修正發布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行政院增訂及修正發布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行政院增訂及修正發布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行政院增訂及修正發布    

4.4.4.4.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行政院修正第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行政院修正第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行政院修正第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行政院修正第 30  30  30  30 條條文條條文條條文條條文    

5.5.5.5.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五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五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五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五日行政院 (58)  (58)  (58)  (58) 台經字第台經字第台經字第台經字第 6366  6366  6366  6366 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    

6.6.6.6.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行政院 (64)  (64)  (64)  (64) 台經字第台經字第台經字第台經字第 3451  3451  3451  3451 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    

7.7.7.7.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 (79)  (79)  (79)  (79) 台農字第台農字第台農字第台農字第 04841 04841 04841 04841 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    

8.8.8.8.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經字第經字第經字第 0930091298093009129809300912980930091298 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號令修正發布    

9.9.9.9.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8989898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980064720980064720980064720980064720 號令修正發布第號令修正發布第號令修正發布第號令修正發布第 29292929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36363636 條條條條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地面水，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上之水；地下水

，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以下之水。 

第三條        本法第三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防洪：指用人為方法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以消減

泛濫湮沒災害之發生。 

     二、禦潮：指以興建海堤等人為方法防禦海岸或河口地

區潮浪之災害。 

     三、灌溉：指用人為方法取水供應農田或農作物，以發

展農業。 

     四、排水：指用人為方法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

之地面水或地下水。 

     五、洗鹹：指用人為方法引水沖洗或滲濾，以消除或減

少土壤內所含酸鹼或鹽份。 

     六、保土：指用人為方法合理利用土地，增進水源之涵

養，防止土壤之沖蝕。 

     七、蓄水：指用人為方法攔阻或蓄存、利用地面水或地

下水。 

     八、放淤：指用人為方法引水至指定地區停貯、沈落泥

沙或引水輸沙，以改良土地或改善水道。 

     九、給水：指以水利建造物輸配水資源，供應本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各款用水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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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築港：指在水道沿岸興築港口或碼頭。 

     十一、便利水運：指用人為方法整理水道或開鑿運河，

以便利通航。 

     十二、發展水力：指用人為方法經由水輪機，轉變水之

勢能為機械能或電能。 

第四條  本法所稱水道，指河川、湖泊、水庫蓄水範圍、排水設

施範圍、運河、減河、滯洪池或越域引水路水流經過之地域

。 

第五條  本法所稱水庫，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

、人工湖與其附屬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 

第六條  本法所稱水權人，指取得水權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

、機關（構）、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第七條  本法所稱興辦水利事業人，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者，興辦完成前

為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水利建

造物核准之人；興辦完成後為控制、運轉、維護或

管理水利事業之人。 

     二、未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及拆除者，為控制、

運轉、維護或管理水利事業之人。 

     三、政府興辦水利事業者，興辦完成前為主辦機關（構）

，興辦完成後為指定之管理機關（構）。 

第八條  本法所定土石，包括土石採取法第四條第一款所定土石

及礦業法第三條所列以固體狀態存在之礦。 

第九條  本法所稱農業用水，指農林漁牧業用水；工業用水，指

供應工廠、礦場作業上之冷卻、消耗及廢水處理等用水；水

力用水，指水力發電等用水。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水利區及水利機構水利區及水利機構水利區及水利機構水利區及水利機構    

第十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變更水道，指對河川區域、水道治理計

畫線、堤防預定線與排水設施範圍之變更及對水道縱斷面或

橫斷面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規模以上範圍之改變。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水權水權水權水權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定事業所必需者之用水量，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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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興辦水利事業權利人或需取用水資源者之申請，為必

需之蓄水調節、引取、輸送、使用之水量核定；必要時，

得以鑑定方法為之。 

第十二條  興辦單目標或多目標水利事業權利人為水權取得登記

時，每一用水標的申請登記之引用水量，以主管機關核准

其興辦計畫之引用水量為準。但興辦水利事業權利人另有

協議，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從其協議。 

      主管機關核准前項興辦水利事業計畫之引用水量，不

得違反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 

第十三條  水利事業因強制執行或公用徵收而發生權利主體異動

時，原取得之水權，應視強制執行或公用徵收之目的及內

容，依本法分別為移轉、變更或消滅之登記。 

第十四條  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所稱額定用水量，指水權

狀內記載之引用水量。 

第十五條  申請臨時使用之水源，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水文測驗結果，在一定時期內，其水源通常保持之水量

仍足以供給申請人事業所必需者，或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

定增闢水源之水量者，應通知申請人改依本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申請水權登記；其水源通常保持之水量不足以供給申

請人事業所必需者，在該一定時期內，其水源尚有剩餘水

量時，始得准予取得臨時使用權。 

      前項所稱通常保持之水量，其水源為地面水者，指流

量超越機率百分之八十五之水量。 

第十六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臨時用水之申請時，其申請

人資格、申請書格式及申請程序，準用水權登記申請之規

定。 

第十七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取得臨時使用權者，於其臨時

使用權期限內，如遇水源不能保持通常水量時，經主管機

關通知後，臨時使用權人應即自行停止使用或由利害關係

人報請主管機關停止之。 

      臨時使用權於核准期限屆滿後，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

時，應依本法規定重新申請臨時用水登記。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令原水權人改善其取

用水方法或設備者或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重行劃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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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者，得限期令水權人為水權變更登記，，，，水權人屆期未申

請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逕行核定公告，並註銷原水權

狀及換發水權狀。 

      前項限期為三十日。但經當事人之申請，主管機關認

為有理由者，得核准展期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公共事業，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國防設備。 

      二、自來水事業。 

      三、公共衛生。 

      四、中央或地方之公共建築。 

      五、國營事業。 

      六、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水權之登記水權之登記水權之登記水權之登記    

第二十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移轉，指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

全部之繼承或讓受；變更，指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水權

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

與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至第十四款及第十六款原記載內

容之更改。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天然通航水道，不包括

該水道曾經施以渠化或其他增加通航便利之工事者。 

第二十二條  取水口位於平均低潮位以下引取海水者，免依本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水權登記。 

       前項所稱低潮位，指海水面起伏過程中，水位最低

時之高程；平均低潮位，指每日二次低潮位之長年平均

。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出水權登記申請者

，其申請人如下： 

       一、水權取得登記，由興辦水利事業權利人或需取

用水資源者申請之。 

       二、水權移轉登記或設定其他權利之登記，由水權

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之。 

       三、水權變更登記，由水權人申請之。 

       四、水權消滅登記，由水權人申請之。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水權登記或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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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規定申請臨時用水登記，以單一引水地點，單一

用水標的為之。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水權登記時，申

請書及其相關書件有下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

請書起十五日內通知其補正： 

       一、申請書內容填註不明。 

       二、證明文件不完備。 

       三、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而未附委任書。 

       四、其他不合法令規定之程式。 

第二十六條  申請人應於接獲前條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補正；屆

期不補正者，駁回其申請。但經主管機關核准展期者，

不在此限。 

       前項展期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第二十七條  主管機關受理本法第二十九條水權或本法第四十四

條臨時用水登記之申請，其申請之先後順序，按主管機

關實際收受登記申請書之年、月、日、時定之。但以掛

號郵寄方式提出申請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接受登記申請，應依申請先後為處理之順

序。其先經依法登記確定者，為先取得水權或臨時使用

權。 

第二十九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款、第三十五條第三款、第三十

八條第四款所定之水權年限，在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

用水標的之水權為三年至五年。但引用水源為溫泉水權

者，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用水標的之水權為二年至

三年。 

本法第四十四條之臨時用水執照，其核准臨時使用

權年限，每次不得逾二年。 

申請人申請水權年限少於第一項所定水權最低年限

者，得依其申請年限核准之。 

第三十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共有水權，指二人以上共同取得

之同一水權。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或第四十四條規定派員

履勘時，得通知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到場。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公告時，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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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將公告影本以掛號郵寄通知申請人及前條之利害關

係人。 

第三十三條  利害關係人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提出異議，應以

書面記載下列事項： 

       一、異議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

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異議之事實及理由。 

       三、證據名稱及件數。 

       四、異議提出之年、月、日。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利害關係人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提出之異議，必要時得派員會同利害關係人及申請

人覆勘。 

第三十五條  前條覆勘完畢後，主管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審查決定

，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評議決定之。 

第三十六條  水權期限如有延長之必要者，水權人應於期限屆滿

前三個月起六十日內，申請展限登記。主管機關對於逾

限申請展限登記者，應按新申請取得水權案件處理。 

水權人於前項規定期限內申請展限登記者，於其水

權年限屆滿後主管機關准駁前，得依原水權狀記載事項

引取用水。 

第三十七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其他簡易方法引

水，不包括機械動力引水及汲水。 

第三十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臨時用水執照

之發給，其審查、補正、履勘、公布、異議處理、登入

臨時用水登記簿、執照之製定，準用水權登記規定。 

第三十九條  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損毀或遺失者，水權人或臨

時使用權人應備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換發或補發之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除換

發或補發狀、照之年、月、日外，其餘記載事項均應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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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照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    

第四十一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水利建造物之核准，興辦水利事業

人應向該水利建造物基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水利建造物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 

       一、基地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二、基地涉及中央管之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海堤區域或水庫蓄水範圍內。 

       三、屬重大公共建設之水利建造物。 

第四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水利建造物之

核准，其竣工查驗、核准文件發給、登入水利建造物登

記簿之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規定。 

第四十三條  申請人應將水利建造物之開工日期，於開工前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四條  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所稱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

水權之登記，應由全體權利人會同商訂用水契約，推舉

其中一人為總代表人就各權利人之引用水量分別提出申

請，並辦理水權總登記。 

       主管機關發給水權狀，應同時發予各個相關權利人

及總代表人。水權狀之水權人姓名欄，應載明相關權利

人及總代表人；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應分別載明各該相

關權利人之引用水量。 

       第一項由主管機關興辦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以

其主辦機關或指定之管理機關為水權登記總代表人。 

       第一項權利人，指其他既有水權人之引用水量改自

該水利事業內引取者或分擔該水利事業開發費用之自然

人、法人、機關、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 

       第一項總代表人推舉不成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全體

權利人之一人為總代表人。 

第四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興辦水利事業申請

時，認其具有多目標開發價值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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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目的事業興辦或擴充，其用水量在一定規模以上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目的事業興辦或擴充前，得商

請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其用水計畫書。 

       用水人為預防供水不足，應有適當之備用儲水能力

，並採取節約用水及適當應變措施，減少斷水之影響。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水之蓄洩水之蓄洩水之蓄洩水之蓄洩    

第四十七條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洪潦，指洪水及積潦；水道流

量超過其水道可能容洩之限度，足以溢決泛濫成災之大

水為洪水；降雨或融雪停滯於地面足以浸淹為害之積水

為積潦。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減河，指專為疏分本水道一定

地段超量洪水而開闢之另一水道，其疏分之水至下游適

當地點再歸本水道，或注入湖海，或暫儲於低窪地區。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新闢水道，指為防洪而引水或

洩水新闢之水道；其兼為航運利用者，視同運河。 

第四十八條  原水權人利用後之水進入水道系統，原水權人或他

人得再利用，並應依本法辦理水權登記。 

第四十九條  本法第六十九條之一所稱可能被淹沒之土地，指水

庫設計最高洪水位與其迴水所及蓄水域、水庫相關重要

設施之土地與水面及必要之保護帶。 

第五十條  水庫之蓄水利用、防洪操作、緊急運轉措施及其作業

方法，由水庫興辦人或管理人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之。 

第五十一條  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

，其最高放水流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

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

增加率。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得依前條防洪操作

及緊急運轉措施辦理。 

       前項放水流量，在水庫下游設有下池或相當於下池

功能之設施，供以調節上游水庫放水者，為調節後之放

水流量。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水道防護水道防護水道防護水道防護    

第五十二條  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稱設防之水位，指由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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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公告分級之警戒水位。 

第五十三條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水道防護範圍，指河川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或該水道水流所及地區。 

第五十四條  本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所稱防汛緊急時，指中央氣

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或颱風警報期間。 

第五十五條  依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辦理防汛之機關，於防汛期

內，每日應將水位通報主管機關；洪水盛漲時，應即將

水位分送有關機關，並將設防河段、施工情形、洪水情

勢摘要通報主管機關；撤防後，將防汛經過彙報主管機

關備查。 

第五十六條  本法第八十條所稱堤址至河岸區域內，指由堤防臨

水面之堤址線起至河岸臨水之邊線為止。 

第五十七條  本法第八十一條所稱水道沙洲灘地，指凡與水流宣

洩或洪水停瀦有礙，經禁止或限制使用之地區，包括湖

沼、河口之海埔地與三角洲及指定之洩洪區。 

第五十八條  本法第八十二條所稱水道治理計畫線，指水道治理

計畫之臨水面堤肩線或計畫水面寬度範圍線；堤防預定

線，指自堤外之堤址線起，包括堤基、堤內水防道路、

歲修養護保留使用地及應實施安全管制地之境界線。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八十三條所稱尋常洪水位，指洪峰流量重現

期距為二年所對應之洪水位；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指

尋常洪水位向水岸之二岸臨陸面加列一定範圍後之區域

。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水利經費水利經費水利經費水利經費 

第六十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水權費，指向水權人徵收

之費用；河工費，指向來往船舶按季或按次徵收之費用；

防洪受益費，指向防洪受益人分期徵收之費用。 

      前項河工費，不包括渠化水道之過閘費；防洪受益費

，包括防洪工程建設費及維護費。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水權費，由本法第二

十八條辦理水權登記之主管機關徵收之。 

第六十一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水利建設專款，指專用

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研究發展之款

項，其項目包括調查測驗、研究規劃、設計施工、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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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人才培育及儀器製造。 

第六十二條  本法第八十五條所稱供水量，指水權狀記載之引用

水量。 

第六十三條  依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辦理水權費徵收，於徵收期

間，應辦之展限或變更或消滅登記，其尚未辦理或辦理

未竣者，其當期水權費，仍按原水權狀記載之引用水量

徵收，俟登記完成後下期徵收時，始按新登記辦理。 

第六十四條  本法第八十八條所稱徵收防洪受益費之區域，指辦

理及維護防洪工程受保護之區域。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六十五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書、圖、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六十六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