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 

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計畫 

(提報本) 

臺、 綜合資料 

1、 計畫研提機關：高雄市桃源區 公所 

2、 計畫聯絡人： 

姓名：黃玉貞 ∕ 職稱：業務助理 

電話：07-6861132#148 ∕ 傳真：07-6861306 

E-mail：jean456@kcg.gov.tw 

3、 執行期間：自 110 年 1 月起至 110 年 12 月止 

貳、 預估可運用經費 

項目 經費(元) 

合計 32,577,564 
 上年度賸餘經費 6,000,000 

 上年度未撥經費 3,341,728 

 預估分配經費 23,235,836 

 

參、 計畫提報經費統計 

計畫款項 提報經費(元) 比例 

合計 25,000,000 0% 

 自來水法第12條之2第3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小計 

25,000,000 100% 

 第一款 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

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維護 

0 0% 

 第二款 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

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

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費、非營利

之家用自來水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

育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福利回

饋事項 

6,300,000 25.2% 

 第三款 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

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

利人補償金事項 

0 0% 

 第四款 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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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款 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0 0% 

 第七款 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

項 

880,000 3.52% 

 第八款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

究與保育事項 

17,820,000 71.28% 

 自來水法第12條之4第2項水資源保育計畫 

小計 

0 0% 

 水資源保育之公共建設事項(鄉、鎮、市、區公

所) 

0 0% 

  

肆、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1、 第二款 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輔導、

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費、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育

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 

經費小計：6,300,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3大類 教育獎助學金 600,000  

(2) 助學金 600,000  

3-(2)-1 補助保護區內考取110年度考取公私立高中

(職)以上學校學生助學金 

600,000 附件1 

第4大類 醫療健保 700,000  

(5) 醫療支出補助 700,000  

4-(5)-1 補助保護區內區民醫療支出 700,000 附件2 

第5大類 水電類 5,000,000  

(2) 電費補助 5,000,000  

5-(2)-1 補助保護區內家戶電費 5,000,000 附件3 

 

2、 第七款 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經費小計：880,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2大類 業務費 880,000  

(1) 臨時人員薪資、加班費、勞健保費用、獎金、退休

提撥金、資遣費等 

480,000  

2-(1)-1 辦理保育與回饋業務之業務助理薪資、年終

獎金、機關負擔勞健保費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採實支實付方式 

480,000  

(2) 會議誤餐費 10,000  

2-(2)-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會議誤餐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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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差旅費 10,000  

2-(4)-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差旅費 10,000  

(6) 油料及燃料費 299,763  

2-(6)-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公務車維護，保

險、維修、油費、稅捐等相關費用 

299,763  

(8) 辦公文具紙張等用品 30,237  

2-(8)-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所需之辦公文具紙張等

用品 

30,237  

(9) 電腦週邊耗材 50,000  

2-(9)-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所需之電腦週邊耗

材 

50,000  

 

3、 第八款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經費小計：17,820,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1大類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之公共設施維護管理 10,000,000  

(10) 道路整修維護 7,000,000  

1-(10)-1 辦理保護區內各里農路改善工程 7,000,000 附件4 

(12) 橋樑修繕工程 2,000,000  

1-(12)-1 辦理保護區內橋梁維繕工程(含規劃評估) 2,000,000 附件5 

(13) 公共設施興建、修繕及管理 1,000,000  

1-(13)-1 辦理保護區內公共廁所及活動中心興建修繕

工程 

1,000,000 附件6 

第2大類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之居民福利回饋 6,850,000  

(1) 垃圾清潔費 1,450,000  

2-(1)-1 補助保護區內家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1,450,000 附件7 

(5) 老人津貼 1,550,000  

2-(5)-1 辦理保護區內110年春節敬老津貼 1,550,000 附件8 

(6) 喪葬補助 1,000,000  

2-(6)-1 補助保護區內區民喪葬補助 1,000,000 附件9 

(9) 學校營養餐費、老人共餐或送餐補助 2,850,000  

2-(9)-1 補助保護區內國中、國小學童營養餐費 2,850,000 附件10 

第3大類 水資源教育活動（保護區內） 460,000  

(1) 社區活動 60,000  

3-(1)-1 補助保護區內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水資源宣

導活動 

60,000 附件11 
附件12 

(2) 學校活動 300,000  

3-(2)-1 補助保護區內各學校舉辦水資源宣導活動經

費 

300,000 附件13 
附件14 
附件15 

(4)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100,000  

3-(4)-1 辦理110年水資源宣導暨春節敬老活動 100,000 附件16 

第6大類 其他水資源保育事項 510,000  

(1) 保護區巡查費用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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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辦理保護區巡查人員全年薪資、年終獎金、

機關負擔勞健保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裝備

費、巡查員保險費採實支實付方式 

510,000 附件17 

 

 

伍、 水資源保育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