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田水利會改制條例草案與農田水利法草案關於農田水利會改制之條文比較

農田水利會改制條例草案
第一條

為處理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

，特制定本條例。

農田水利法草案
第一條

為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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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擴大灌溉
服務範圍，並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
事宜，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 第二條

院農業委員會，在省（市）為省（市）政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其業

註：改制後之農年水利會將成為農委會所屬

務移轉、人員轉任及財務移交等有關事項

機關（農村及農田水利署）內所設置之

，在台灣省由台灣省水利局、在台北是由

灌溉管理組織（第十八條規定）；也就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辦理。

是說，改制後之農田水利會納入中央政
府，隸屬農委會（農村及農田水利署）
。

第四條

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農田水利管理處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區

，沿用各該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

域之灌溉管理，得於所屬機關內設置灌溉

。

管理組織，辦理下列事項：
農田水利管理處之任務如左：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及保養事
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搶救及復
建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

一、農田水利用水調配及管理。
二、灌溉用水秩序維護及水利小組業務輔
導。
三、農田水利設施興建、管理、改善及維
護。
四、農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
五、灌溉管理組織內專任職員（以下簡稱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人事管理。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推行土地、農業、
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其他有關農田水利事業事項。

六、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所屬資產管理
及收益。
前項灌溉管理組織之設置、辦理事項
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條

農田水利事業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水利主管機關訂定之。

註：行政院組織再造之後，農田水利事業將
由農業主管機關掌理。

第四條

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農田水利管理處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區

，沿用各該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

域之灌溉管理，得於所屬機關內設置灌溉

。

管理組織，辦理下列事項：
農田水利管理處之任務如左：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管理事項。

一、農田水利用水調配及管理。
二、灌溉用水秩序維護及水利小組業務輔

二、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及保養事
項。

導。
三、農田水利設施興建、管理、改善及維

三、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搶救及復
建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護。
四、農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
五、灌溉管理組織內專任職員（以下簡稱

。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人事管理。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推行土地、農業、

六、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所屬資產管理

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及收益。

六、其他有關農田水利事業事項。

前項灌溉管理組織之設置、辦理事項
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條

農田水利事業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水利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六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以改制時之事業區

註：本法關於農田水利事業管理之條文參考
本法第二、三、六章
第二章

農田水利設施之劃設及管理

第三章

灌溉管理

第六章

罰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則

域為管理範圍，但遇有自然環境變遷或水

，加以管理維護，並公告之；其變更、廢

資源規劃變更時，得經省（市）主管機關

止時，亦同。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對其事業區域
為合併、芬立、變更或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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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因興建或改善水利

第九條

新建或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所必需之

設施而所需之工程用地，應先向土地所有

工程用地，得以撥用、設定地上權、不動

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議同意或承租或收購

產役權或租用、協議價購、徵得土地所有

﹔如協議不成，得報請依法徵收。如為公

權人同意或徵收等方式取得。

有土地，得申請承租或撥用。
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
用，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全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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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之組織編制、年

第二十四條

為維持農田水利設施營運所需

度預算等分別納編結於省（市）如左：

，主管機關應以年度預算撥款至依第二十

一、宜蘭、北基、桃園、石門、新竹、苗

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

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南
、高雄、屏東、台東及花蓮等十五個
農田水利管理處，納入台灣省政府，

基金。
前項年度撥款之計算標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

隸屬台灣省水利局。
二、七星、瑠公農田水利管理處納入台北
市政府，隸處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第九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得依業務需要，

按水系及地理環境設管理所。
第十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得輔導區域內之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受益農民，組織自治性之農田水利小組。

內，視地方灌溉需求成立水利小組；水利

農田水利小組之輔導管理辦法，由省

小組置小組長一名，為無給職，協助推動

（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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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人事處理

第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及台灣省農田水利會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依農

聯合會改制前已進用之編制內現職人員，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二條所定規則任

依左列規定辦理：

用之人員，於本法施行後，主管機關應繼

一、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予以銓敘

續進用為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且其所任職

任用，其轉任換敘辦法會，由考試院

務，應與原任職於農田水利會之職務等級

會同行政院定之。

相當。

二、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由行政
院洽請考試院連續二年辦理農田水利
人員特種考試，並就及格者銓敘任用
或相當官等職等至離職為止。
三、技工及工友，依行政院訂頒之事務管
理規則規定配置。

前條灌溉管理組織內新進農田水利事
業人員之甄試，由主管機關辦理。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其甄試、進用、
薪給、就職離職、考績獎懲、退休、資遣
、撫卹、保險與其他權益保障及人事管理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
第二十條

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僱用

之技工、工友、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僱用
之約僱人員及駐衛警，於本法施行後，由
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依其適用法令及原僱
用條件繼續僱用。
前項約僱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
第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及改制時，其員工原

有之年資結算，按退休及資遣相關規定處
理。所需經費，由各農田水利會歷年累積
結餘經費支應，若有不足，再由省（市）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年資結算辦法，由中央主觀機關
定之。
第十三條

農田水利會在改制前之會長、會

註：關於改制前之為長、會務委員之選舉已

員代表及會務委員擔任職務至改制之施行

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之《農

日止。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四十條規定，停
止會長、會務委員選舉，並將臺灣 15
個農田水利會第 4 屆會長及會務委員
任期由 2018 年 5 月 31 日（原任期
屆滿），延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止。

第四章

財務處理

第十四條 原各農田水利會所有資產，於改

第二十三條

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及負債

制時，由省（市）主管機關設置特種基金

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依前條第一項規

按管理處別分別列帳管理運用，並由各該

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

農田水利管理處延續其使用及管理並專用
於第四條規定之任務事項。應用於農田水
利事項。
特種基金管理辦法，由中央主觀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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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田水利會改制後，省（市）主管機

八條、第四章及第六章之限制；其活化收

關處分農田水利改制前之資產所得，應轉

益之項目、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存特種基金，併其所生孳息，均應用於農

由主管機關定之。各機關依法撥用者，應

田水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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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區段徵收及土地重劃時，應無償撥
充或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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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田水利會改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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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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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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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列入第十

四條第一項特種基金之土地，應以有償方
式辦理。
前項列入特種基金之土地，不得放領
﹔其參加農地重劃或市地重劃，以抵充為
農田水利事業用地之公共設施為限。但提
供為其他公共設施之使用時，比照私有土
地辦理。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經管省（市）有

土他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間之租
質，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限制。

第十七條

農田水利管理處如無受益面積而

裁撤時，其管理及運用之資產，限繼續應
用於農田水利事業或農業發展。
前項資產之調度，由該省（市）主管
機關擬訂調度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八條

各農田水利管理處得向其事業區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因應地形須以加壓供

域內享受使用農田水利設施者，徵收使用

應灌溉用水者，得向使用者收取額外增加

費及工程費，其徵收項目及標準由省（市

之操作及設施維護等相關費用。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設施以供農田水利使用

第十四條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不得擅自

為主要目的，在不妨害其原有功能時，得

排放非農田之排水。但符合灌溉水質基準

供非農田水利事業使用，並應收取使用費

值者，得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其收取辦法由由省（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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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條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條例公布施行後，農田水利事

業各相關法規未制（訂）定、修正前，現
有法規仍繼續使用。
第二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改制之施行日為民

國八十五年二月五日。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