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填寫說明填寫說明填寫說明填寫說明  

本說明參考本說明參考本說明參考本說明參考 106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6 日農水保字第日農水保字第日農水保字第日農水保字第 1051857871 號公號公號公號公
告告告告「「「「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定水土保持計畫格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定水土保持計畫格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定水土保持計畫格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定水土保持計畫格

式式式式」」」」，，，，相關詳細事項請參閱相關詳細事項請參閱相關詳細事項請參閱相關詳細事項請參閱「「「「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等相關規定等相關規定等相關規定等相關規定。。。。  

申報簡易水保申報簡易水保申報簡易水保申報簡易水保檢核事項檢核事項檢核事項檢核事項：：：： 

事項 檢核 
申請書(1式式式式 6份份份份)  
施工位置圖施工位置圖施工位置圖施工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設施構造圖等設施構造圖等設施構造圖等設施構造圖等。。。。(6份份份份) 
� 如僅就作物根系表面區域整地種植作物，可免附，但須於申請書清楚表示。 
� 詳細位置圖、配置圖等圖面畫製可詢問代書、水保技師協助。 
� 簡易位置圖、配置圖等圖面畫製可由地籍圖複印後，於圖面依需求、比例標

示施工位置。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

方區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物、土方處理等)、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

構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表（參考下表）。 

項次 
設施名

稱 
位置或

編號 
設計

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 

A 檔土牆 如圖 1 
10m x 0.15m x 1.5m 

(長 x 寬 x 高)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法人，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 (6份份份份) 
 

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6份份份份) 
   (地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6份份份份)  
委託書。申請人為本人，免附。(6份份份份)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6份份份份)  
相關文件             (6份份份份)  
 



 
簡易水保簡易水保簡易水保簡易水保「「「「開發種類開發種類開發種類開發種類」」」」選項參考選項參考選項參考選項參考   

預定開發類型預定開發類型預定開發類型預定開發類型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須檢附須檢附須檢附須檢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畜水池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

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

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配置圖 

擋土牆(挖掘、大

型、水泥覆蓋)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

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

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配置圖 

擋土牆(挖掘、小

型)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

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配置圖 

農路、產業道路開

發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

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

百公尺者。 

配置圖 

資材室等農業設

施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

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

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

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

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配置圖、設施

容許申請書

(>45m2 可併送

申請，<45m2

取得公所核發

之證明後檢附) 

整地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

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填寫注意填寫注意填寫注意填寫注意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如需採取或堆積不得將土石外運或運入，僅能就土地內土石進行

運作。申請表之「開發規模」中採取土石需等於堆積土石量。  
2. 僅申請整坡作業項目者不得逾越他人土地，區域內不得土方互

換，不得有新闢道路、施工便道或平台，不得外運土石亦不得改

變原有地形。  
3. 農業整地系指針對作物根系深度 (30 公分 )內整地  
4. 「開發規模」估算：  

A. 開發面積：長 (m) x 寬 (m) 或  土地面積  
B. 開發體積：長 (m) x 寬 (m) x 高或深 (m) 

5. 計畫名稱參考：  
整地種植整地種植整地種植整地種植 XXX、、、、整地設置農業資材室整地設置農業資材室整地設置農業資材室整地設置農業資材室、、、、挖掘蓄水池挖掘蓄水池挖掘蓄水池挖掘蓄水池、、、、整地種植整地種植整地種植整地種植

XXX 及設置資材室及設置資材室及設置資材室及設置資材室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機關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計畫名稱  整地種植番石榴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基及上、下邊坡

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樓建

築物：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七、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

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十、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姓名或名稱                   O O O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A123456789 電話 12345679 
水土 
保持 
義務人 

住居所或營業所 O O O 市 OO區 OO路 000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落 
高雄市燕巢區  OO段OO號 
 

實施 
地點 

土地權屬         O O O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 □是  □否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及第七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 

檢核 
事項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 □是  □否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 
農業整坡作業 公頃 
修建其他道路或 
修築農路 

長度 公尺 路基寬度 公尺 

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 路基總面積 平方公尺 
上下邊坡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堆積土石 立方公尺 
採取土石 立方公尺 
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

地或其他開挖整地 
開挖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建築物樓層 樓 建築物高度 公尺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開發 
規模 

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

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

業經營設施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不予受理   □不予核定 審核結果 

□核定 

附款或 
注意事項 

 

（續背面） 

土地面積 

依實際狀況填列。 

建議評估數值大於實際開發

數值。 



機關首長 

               （戳章） 

核定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備註：一、應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六份（及抄件若干份），內容包括下列書圖、文件： 

（一）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物、

土方處理等)、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構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表（如下

表）。 
項次 設施名稱 位置或編號 設計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 

      
      
      
      
      

（二） 修建或改善道路之平面配置圖、各路段改善內容、數量等。 
（三） 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文件。 

二、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開發種類」者，請逐一勾選，惟各項「開發規模」均應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

核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開發種類」如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無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注意事項：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施工位置圖 / 配置圖範例 
1.底圖： 

(1)由網路取得  

地籍便民服務系統 http://easymap.land.moi.gov.tw/ 

農地資訊查訊系統 http://taliss.coa.gov.tw/ALIES/ 

(2)地籍圖複印 

2.於圖上繪製、標示設施位置或整地區域。 

 

 

OOO 段 OOO 地號 OOOO 整地施工位置圖  / 設施配置圖  
 

 
比例尺 1:1000 

 

資材室 

5M 

5M 

整地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