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補助

對象

補助對象所

在縣市別
計畫科目 補助項目 撥款合計數 核准日期

合　　計 1,070,189,890

水資源企劃及保育 234,674,039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101年度離島供水

營運虧損差價補貼
166,613,850 103.01.22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102年度離島供水

營運虧損差價補貼
57,386,150 103.11.28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

補助澎湖縣低碳島建設雨中

水利用系統建置計畫委託規

劃設計技術服務

1,380,000 102.11.13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103年度節約用水

設施補助計畫
1,619,215 103.05.09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103年度節約用水

設施補助計畫
2,098,660 103.05.09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補助台中市立中平國中103年

度愛水節水月宣導活動計畫

經費

62,777 103.02.18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臺南市玉井國小103年度節約

用水設施補助計畫經費
917,887 103.06.26

苖栗縣政府 苖栗縣
苗栗縣政府103年度節約用水

設施補助計畫
1,121,226 103.05.09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大埔鄉公所103年度節

約用水設施補助
831,274 103.09.10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金門縣烏坵鄉公所節約用水

設施補助計畫
548,000 103.09.11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連江縣自來水配水管網節水

改善計畫
2,095,000 103.01.08

水資源開發及維護 446,400,066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103年度金門離島地區供水補

助款
12,000,000 103.04.22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金門自來水管線汰換及穩定

供水計畫
800,000 103.11.03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
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

工程
363,962,000 103.03.12

經濟部水利署103年度第1至4季對縣市政府之補助案件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1



接受補助

對象

補助對象所

在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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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103年度馬祖地區補助款 22,000,000 103.03.14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津沙水庫風災修復及蓄水建

造物更新改善工程
4,199,918 102.12.11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后沃水庫下游壩面滲水相關

調查及改善計畫
812,100 103.12.26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北竿各水庫蓄水建造物更新

改善工程
2,100,000 103.11.23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南竿各水庫風災修復及蓄水

建造物更新改善工程
5,364,714 102.11.14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儲水沃水庫風災修復工程-第

1期補助款
4,562,071 103.08.20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東引各水庫蓄水建造物更新

改善工程工作費-第1期
4,862,157 103.08.19

苖栗縣政府 苖栗縣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簡易自

來水供水改善工程(三)
746,735 103.06.16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
桶盤海水淡化廠設備更新計

畫
2,423,600 103.06.25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

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4,490,945 103.0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大埔鄉永樂村2鄰簡易

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69,225 103.04.29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7、8鄰

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632,750 103.09.10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社後坪

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872,162 103.09.10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簡易自

來水廠改善工程(第二期)
9,566,722 103.04.29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東光村13鄰農田水路改善工

程
475,145 103.06.11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坪林里下城蓄水池及管路改

善工程
565,852 103.06.19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茂林區灌溉用水改善工程 1,000,000 103.08.07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 小草排支圳農路改善工程 854,980 103.07.03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 坑美寮支線農水路改善工程 655,587 103.09.22

2



接受補助

對象

補助對象所

在縣市別
計畫科目 補助項目 撥款合計數 核准日期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枕山圳幹線樂山B分線樂山B-

2小給排水改善工程
700,000 103.08.18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向善里1鄰簡易

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583,403 103.04.29

河川海岸及排水環

境營造
389,115,785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6,788,831 103.01.01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
八掌溪河岸生物資源監測及

教育推廣計畫
1,000,000 103.05.26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
澎湖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614,960 103.01.01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宜蘭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補助款
2,000,000 103.01.01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台南市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3,987,917 103.01.01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
彰化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8,208,676 103.01.01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
雲林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17,562,859 103.01.01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 油羅溪義興大橋工程 26,298,000 103.07.01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員山鄉永金一號橋改建補助 4,734,602 103.12.30

苖栗縣政府 苖栗縣
中港溪口濕地生態廊道調查

及保育工作坊經營計畫
1,972,000 103.01.17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屏東縣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2,211,000 103.01.01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工

程計畫取水工工程
45,000,000 102.01.08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工

程計畫第一階段地下水補注

湖區工程

26,400,000 102.04.02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工

程計畫輸水工程工作費
25,500,000 101.11.06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屏東縣崁頂流域濕地及四重

溪口濕地翠鳥繁殖棲地復育

計畫

1,000,000 10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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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屏東縣四重溪流域濕地環境

調查及生態保育行動計畫
880,000 103.05.26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崁頂濕地改善復育計畫 930,000 103.05.26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縣 卑南溪口溼地資源調查計畫 280,000 103.05.05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 基隆河千祥橋改建工程 3,761,557 103.05.31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 辦理基隆河暖江橋改建工程 53,100,000 103.01.01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二仁溪大甲溼地保育行動計

畫
700,000 103.05.14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八掌溪濕地背景環境生物監

測與明智利用、濕地防護研

究及河川巡守

1,800,000 103.05.26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新北市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69,241 103.01.0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補助基隆河汐止區汐止連絡

道橋
82,424,700 103.01.0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補助基隆河瑞峰橋改建工程 24,709,804 103.01.01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烏日鄉第一九張犁橋橋梁改

建工程
495,318 103.05.31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旱溪排水景觀橋新建工程 14,418,000 102.04.22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台中市103年度違法水井處置

執行計畫
321,224 103.01.01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田寮區埔頂橋改建工程 11,939,000 101.10.16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阿公店溪新觀音橋改建工程 6,832,611 103.05.28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橋頭典寶溪中崎橋改建工程 13,175,485 10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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