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計畫 

(提報本) 

 臺、 綜合資料 

1、 計畫研提機關：高雄市杉林區 公所 

2、 計畫聯絡人： 

姓名：張淑貞 ∕ 職稱：技士 

電話：07-6771340*243 ∕ 傳真：07-6772874 

E-mail：c8973032@kcg.gov.tw 

3、 執行期間：自 109 年 1 月起至 109 年 12 月止 

 貳、 預估可運用經費 

項目 經費(元) 

合計 20,881,691 
 上年度賸餘經費 7,928,824 

 上年度未撥經費 1,240,031 

 預估分配經費 11,712,836 

 

 參、 計畫提報經費統計 

計畫款項 提報經費(元) 比例 

合計 7,928,824 0% 

 自來水法第12條之2第3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小計 

7,728,824 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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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824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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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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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000 17.27% 

 第八款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

究與保育事項 

4,480,000 56.5% 

 自來水法第12條之4第2項水資源保育計畫 

小計 

200,000 2.52% 

 水資源保育之公共建設事項(鄉、鎮、市、區公

所) 

200,000 2.52% 

 

 肆、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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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事項。 

經費小計：829,824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2大類 水利及排水設施維護管理事項 829,824  

(2) 排水設施興建、維護及管理 829,824  

2-(2)-1 全區排水設施興建維護工程 829,824 附件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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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2大類 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輔導 1,050,000  

(4) 農產品或地方文化產業推廣、行銷活動 1,050,000  

2-(4)-1 花現幸葫-2020年杉林區農特產品及葫蘆藝術

行銷推廣暨春節花海活動 

600,000 附件2 

2-(4)-2 辦理水資源保護區內推廣各項農特產、文創

產品及地方產業活動 

100,000 附件3 

2-(4)-3 辦理地方特色文化六堆運動會活動 50,000 附件4 

2-(4)-4 辦理水資源保護區內各項地方特色及民俗慶

典活動 

300,000 附件5 
附件6 
附件7 

 

3、 第七款 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3 
 

經費小計：1,369,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2大類 業務費 549,000  

(6) 油料及燃料費 329,000  

2-(6)-1 執行水源回饋相關業務車輛包括油料及燃料

費 .牌照費及維修費用 

329,000  

(8) 辦公文具紙張等用品 30,000  

2-(8)-1 執行水源回饋相關業務辦公文具紙張等用品 30,000  

(9) 電腦週邊耗材 30,000  

2-(9)-1 執行水源回饋業務所需-電腦週邊耗材 30,000  

(10) 影印機、電腦租賃費用 60,000  

2-(10)-1 執行水源回饋業務所需-影印機、電腦租賃費

用 

60,000  

(11) 宣導品製作及印刷費用 100,000  

2-(11)-1 水源保育宣導品製作及印刷費用 100,000  

第3大類 設備費 820,000  

(3) 公務車 820,000  

3-(3)-1 辦理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所需購置公務車一

輛 

82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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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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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000  

(1) 補助保護區內學校設備費與業務費 70,000  

1-(1)-1 補助本區各學校(杉林國中、集來國小、杉林

國小、新庄國小、上平國小、月美國小、芭

楠花國小等)學校設備費 

70,000  

(10) 道路整修維護 2,850,000  

1-(10)-1 全區道路整修維護工程 2,850,000 附件8 

第2大類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之居民福利回饋 50,000  

(7) 交通補助費 50,000  

2-(7)-1 公車式小黃計程車配合款 50,000 附件9 

第3大類 水資源教育活動（保護區內） 1,110,000  

(1) 社區活動 280,000  

3-(1)-1 補助本區各社區(杉林社區發展協會、木梓社

區發展協會、集來社區發展協會、金興社區

發展協會、新和社區發展協會、新庄社區發

展協會、上平社區發展協會、月眉社區發展

協會、月美社區發展協會、大同社區發展協

會、成功社區發展協會、小愛小林社區發展

協會、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大愛社區發

280,000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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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會)辦理水資源教育活動,每年補助金額不

得超過5萬元。 

(3) 宗教民俗活動 500,000  

3-(3)-1 本所辦理保護區內水資源教育宣導暨全區宗

教民俗活動 

500,000 附件11 

(4)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330,000  

3-(4)-1 辦理保護區內水資源教育宣導暨母親節文康

活動 

90,000 附件12 

3-(4)-2 辦理保護區內水資源教育宣導暨父親節文康

活動 

90,000 附件13 

3-(4)-3 辦理保護區內水資源教育宣導暨重陽節文康

活動 

100,000 附件14 

3-(4)-4 水資源宣導教育暨兒童節活動 50,000 附件15 

第6大類 其他水資源保育事項 400,000  

(1) 保護區巡查費用 400,000  

6-(1)-1 僱用巡查人員1名薪資.勞健保等相關費用 400,000 附件16 

 

 

 伍、 水資源保育計畫 

5、 水資源保育之公共建設事項(擴及村里) 

經費小計：200,0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附件 

第4大類 水資源保育之公共建設 200,000  

(1) 水資源保育之公共設施興建、修繕及管理 200,000  

4-(1)-1 辦理本所辦公廳舍整修及設備更新購置 200,000 附件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