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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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630,363

水資源企劃及保育

246,856,946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臺南市政府104年度「節約

用水設施建置計畫」補助經

費

3,003,995 104.06.02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連江縣自來水廠管網水錶

設置工程」補助經費

435,791 1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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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79,322 104.02.11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102年度離島供

水營運虧損差價補貼

120,000,000 10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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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6,412 103.12.29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103年度離島供

水營運虧損差價補貼

67,431,426 104.06.16

水資源開發及維護 1,001,774,824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 上新里6鄰農水路改善工程 852,555 104.04.13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104八卦山旱灌計畫赤水地

區灌溉管路佈設工程

828,623 104.04.13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大雁村3鄰農水路改善工程 233,885 104.04.13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 104年度金門地區補助款-大

金門海水淡化廠功能改善暨

擴建工程

1,196,525 104.07.06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104年度馬祖地區補助款-南

竿950CMD海水淡化廠代操作

營運管理

22,681,124 104.02.09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儲水沃水庫風災修復工程 10,558,215 103.08.20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東引各水庫蓄水建造物更新

改善工程

12,293,420 103.08.19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莒光鄉各水庫改善工程(第

一期)

2,991,716 103.12.31

經濟部水利署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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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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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莒光鄉各水庫改善工程(第

二期)

12,098,015 104.05.25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北竿各水庫蓄水建造物更新

改善工程

15,907,653 10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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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161 103.12.26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莒光鄉各水庫改善工程(第

三期)

21,600,005 104.11.01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南竿各水庫浚渫改善工程

(第一期)

2,814,815 103.12.31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 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

工程

151,100,000 104.03.23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宜蘭縣

550,000 104.07.16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桃園市

364,589 104.07.16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新竹縣

2,300,000 104.07.16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簡易自

來水水塔增設工程

752,387 104.05.20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合成里北寮社

區第二期簡易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885,897 104.06.02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地區簡易

自來水改善工程

4,653,597 104.08.06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南投縣

550,000 104.11.03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簡易自

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3,136,393 104.05.08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偏遠地

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5,231,280 104.05.08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東山

段)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

水改善工程

756,860 104.05.08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乾溝村偏遠地

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4,722,210 104.05.08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彰化縣

1,050,000 104.10.29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雲林縣

1,756,057 10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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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嘉義縣

1,420,000 104.07.16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社後坪

(第2期)簡易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2,456,313 104.05.08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簡易自

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0,675,500 104.05.08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簡易自

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3,898,500 104.05.08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6鄰簡

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258,448 104.05.11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屏東縣

3,989,298 104.07.16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台東縣

1,282,787 104.07.16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花蓮縣

2,871,413 104.10.29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新竹市

226,000 104.07.16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台中市

3,900,000 104.07.16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嘉義市

167,583 104.07.16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

畫-高雄市

4,600,000 104.07.16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 海水淡化廠代操作營運管理

計畫

3,225,000 104.05.22

河川海岸及排水環

境營造

429,998,593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員山鄉永金一號橋改建補助 10,977,007 103.12.04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補助新北市政府基隆河汐止

區汐止連絡道橋改建工程

20,940,029 102.05.0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補助新北市政府基隆河瑞峰

橋改建工程

12,354,902 103.05.0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補助新北市政府瑞芳區介壽

橋(猴硐)改建工程

9,018,231 104.03.01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 油羅溪義興大橋工程 4,383,000 103.06.04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 中港溪口濕地社區參與河口

底棲生物保育工作坊計畫

950,000 104.05.25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 信義鄉同富村桐林橋改建工

程

10,800,000 1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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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溪翠鳥繁殖棲地

復育計畫

960,000 10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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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

750,000 10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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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100,000 104.06.30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縣 卑南溪口溼地資源調查計畫 819,000 104.07.22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 花蓮溪口生態資源調查與濕

地生態教育推廣計畫

1,250,000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 補助基隆市政府基隆河暖江

橋改建工程

13,719,838 103.01.28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筏子溪知高橋改建工程 108,174,000 1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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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00 104.04.07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二仁溪大甲溼地保育行動計

畫

650,000 104.03.26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八掌溪口濕地背景環境生物

監測、河川巡守及生態保育

行動計畫

1,300,000 104.04.08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二仁溪大甲溼地保育行動計

畫

70,000 104.03.26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阿公店溪嘉興護岸農路橋改

建工程(原無名橋)

6,647,156 104.02.09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阿公店溪中庄堤防涵管橋改

建工程

5,760,000 104.02.09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 景溪排水景觀橋新建工程 1,290,195 104.01.28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橋頭典寶溪中崎橋改建工程 4,099,100 102.06.21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 宜蘭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1,100,000 102.04.02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 新北市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12,962 104.03.24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 彰化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26,942,190 102.04.02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 雲林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17,165,502 104.03.24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 雲林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資本門)

720,000 102.04.02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嘉義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3,570,415 10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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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屏東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2,109,000 102.04.02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

工程計畫取水工工程

20,000,000 101.11.01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

工程計畫第一階段地下水補

注湖區工程

110,000,000 102.04.02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1期

工程計畫固床工工程

21,360,000 101.11.28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 澎湖縣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603,000 104.03.24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臺南市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

3,439,066 104.03.24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臺南市104年度違法水井處

置執行計畫(資本門)

98,000 10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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