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勵要點
中華民國 85 年 5 月 14 日發佈
中華民國 103 年 7 月 11 日發佈修正
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20 日發佈修正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縣各鄉（鎮）公所轄內山坡地水土
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取締工作，並落實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工作，特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令頒之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獎勵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考核之綜合業務由本府水利資源處辦理。
三、本府為考核本縣各鄉（鎮）公所每年度辦理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
制止工作績效，應於每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次年度之三月底前）組成考
核小組辦理考核工作，各鄉鎮公所應於每年度結束後，備妥年度工作成果
報告及各項資料，以便受考。
前項考核小組召集人由本府水利資源處處長擔任之，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
持人，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理之。小組成員
由召集人指派本府熟悉業務之人員至少三人，並由本府聘請外聘委員至少
二人組成之。開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及外聘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為之。
四、考核項目，分為下列各項：
(一)山坡地巡查紀錄表：
1.內容詳實度及送達時效。
2.函報巡查人員異動情形表。
(二)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
1.查報即時效率及查報情形之妥適性。
2.表單各欄位填列內容之完整及清晰度。
(三)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案件：
1.衛星變異點：查復速度及詳實度。
2.電話檢舉：查復速度及詳實度。
(四)主動查報率：主動查報案件與年度總違規案件之比例。
(五)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制止作業：發現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後制止作
業之確實度與時效。
(六)前年度考核缺失改進情形：前一年度考核缺失改進情形及改進情形有
顯著成效之作為。

(七)防災業務。
1.配合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執行情形。
2.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計畫更新(含保全清冊)
(八)創新作為。
(九)教育宣導作為。
前項各款評分及配分標準，如附表一評分基準表。
五、考核成績依附表一評分基準表評分排定名次，並依附表二奬勵標準表辦理
獎勵。
評分分數未達七十五分，不予計列名次。
六、年度之山坡地保育利用查報與取締工作，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考核發給獎
金時，該年度各鄉（鎮）公所經本府小組考核結果評列為前三名者，同時
發給獎金。獎金總額度為本府獲頒獎金之百分二十計算，第一名為百分之
九，第二名為百分之七，第三名為百分之四發給之。並由本府統籌辦理山
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業務考察觀摩。
本獎金以用於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業務有關之支出為限。

附表一：評分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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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報即時效率及查報情形之妥適性(依每一新違規案發生之時間及規模
大小,距查報表填報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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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單各欄位填列內容之完整及清晰度(並檢具照片)。

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
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 衛星變異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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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內容詳實度及送達時效，送達時效於次月十日前，依本府指定方式送達
。
2.函報巡查人員異動情形表。

山坡地巡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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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分)

主動查報率

查復速度及詳實度。*

10

查復速度及詳實度。*

10

公所主動查報案件與年度總違規案件之比例。*

10

發現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後制止作業之確實度與時效。

10

前一年度考核缺失改進情形及改進情形有顥著成效之作為。

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制止作業

前年度考核缺失改進情形
1.配合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執行情形。

七

防災業務

八

創新作為

九

教育宣導作為

10

2.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校核更新(包含保全對象清冊)辦理情形。

10

山坡地查報與制止創新與加強專業性之具體作為。

10

辦理走入社區講習或各項宣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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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獎勵標準表
考核結果
評分

獎勵標準
鄉(鎮)長、主辦單位主管、主辦人及
巡查人員

第一名

各予記功二次

第二名

各予記功一次

第三名

各予記嘉獎二次

第四至五名

各予記嘉獎一次

備註

附註：
1.表列之獎勵人員名額，應以符合「宜蘭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獎懲案件處理補充
規定」為限。
2.依附表一評分基準表評定分數排列名次，分數未達七十五分 ，不予計列名次。

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
核獎懲要點修正總說明
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要點(以下稱
本要點)，於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四日發布，民國一百零三年七月十一日府農
保字第一 0 三 0 一一一五四三號函發佈修正，配合本府一百零七年八月一日組
織調整，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修正名稱為「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勵
要點」。
二、修正辦理單位由本府農業處更改為本府水利資源處。(修正規定第二點、
第三點)
三、修正考核小組委員，增列外聘委員。(修正規定第三點)
四、配合評分基準修正考核項目及增列考核項目。(修正規定第四點)
五、修正考核及獎勵標準。(修正規定第五點)
六、修正第六點第一項考察觀摩編列。(修正規定第六點)
七、依法制體例刪除現行第九點。

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
獎懲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 宜蘭縣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 修正名稱。
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勵要點 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要點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 、 宜 蘭 縣 政 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一 、 宜 蘭 縣 政 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本點無修正。
府）為加強本縣各鄉（鎮）
府）為加強本縣各鄉（鎮）
公所轄內山坡地水土保持違
公所轄內山坡地水土保持違
規之查報與取締工作，並落
規之查報與取締工作，並落
實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工
實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工
作，特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
作，特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令頒之山坡地保育利用管
會令頒之山坡地保育利用管
理獎勵辦法訂定本要點。
理獎勵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考核之綜合業務由本府水利 三、考核之綜合業務由本府農業 一、點次變更。
資源處辦理。
局辦理。
二、一百零七年八月一日
組織調整，修正辦理
單位為水利資源處。
(刪除)
二、宜蘭縣（以下簡稱本縣）各 一、本條刪除。
鄉（鎮）公所應依水土保持 二、第一點已規定本要點
法、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訂定之立意。
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獎勵辦
法、山坡地管理作業參考手
冊及本宜蘭縣山坡地保育利
用管理查報與取締要點等規
定，辦理山坡地水土保持違
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其工
作績效之考核獎懲，依本要
點規定辦理。
三、本府為考核本縣各鄉（鎮） 四、本府為考核本縣各鄉（鎮） 一、點次變更。
公所每年度辦理山坡地水土 二、一百零七年八月一日
公所每年度辦理山坡地水土
組織調整，修正辦理
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
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
單位為水利資源處。
績效，應於每年度結束後三
績效，應於每年度結束後三
個月內（次年度之三月底
三、修正第二項考核小組
個月內（次年度之三月底
前）組成考核小組辦理考核
前）組成考核小組辦理考核
成員增訂外聘委員及
開會出席人數規定。
工作，各鄉鎮公所應於每年
工作，各鄉鎮公所應於每年
度結束後，備妥年度工作成
度結束後，備妥年度工作成
果報告及各項資料，以便受
果報告及各項資料，以便受
考。
考。
前項考核小組召集人由本府
前項考核小組召集人由本府
水利資源處處長擔任之，開
農業局局長擔任之，小組成
會時以召集人為主持人，召
員由本府農業局指派熟悉業
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
務之人員組成之。
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理之。
小組成員由召集人指派本府

熟悉業務之人員至少三人，
並由本府聘請外聘委員至少
二人組成之。開會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數及外聘委員三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為之。
四、考核項目，分為下列各項： 五、考核項目，分為下列各項： 一、點次變更。
（一）查報作業：
二、修正第一項評分基準
（一）山坡地巡查紀錄表：
1.內容詳實度及送達時效。
1.山坡地巡查紀錄旬報表內
表項目。
2.函報巡查人員異動情形
容詳實度及送達時效。 三、現行第六點併入修正
2.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詳
表。
第四點第二項
(二)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
實度及送達時效。
1.查報即時效率及查報情形
3.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案件
之妥適性。
處理情形及效率（含本府
2.表單各欄位填列內容之完
交辦之民眾檢舉案件及衛
整及清晰度。
星影像變異點查證及查報
(三)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案
情形）。
件：
4.主動查報率。
1.衛星變異點：查復速度及
（二）制止作業：發現違規使
詳實度。
用山坡地案件後制止作業
之確實度與時效。
2.電話檢舉：查復速度及詳
實度。
（三）上年度考核缺失改進情
形。
(四)主動查報率：主動查報案
件與年度總違規案件之比 六 、 考 核 方 式 ， 依 評 分 方 式 為
之；其評分及配分標準，如
例。
附表一。
（五）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
制止作業：發現違規使用
山坡地案件後制止作業之
確實度與時效。
（六）前年度考核缺失改進情
形：前一年度考核缺失改
進情形及改進情形有顯著
成效之作為。
（七）防災業務。
1.配合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執
行情形。
2.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更新(含保全清冊)
(八)創新作為。
(九)教育宣導作為。
前項各款評分及配分標準，
如附表一評分基準表。
五、考核成績依附表一評分基準 七、考核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或 一、點次變更。
表評分排定名次，並依附表
考核成績進步十分以上者， 二、修正第一項獎勵依據
二奬勵標準表辦理獎勵。
依本府及所屬機關獎懲案件
名稱，並修正獎勵基
評分分數未達七十五分，不
處理原則之規定獎勵。獎勵
準為附表二。
予計列名次。
基準詳如附件二。
三、增訂第二項未達七十

五分不予計入名次規
定。
六、年度之山坡地保育利用查報 八、年度之山坡地保育利用查報
一、點次變更。
與取締工作，經行政院農業
與取締工作，經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考核發給獎金時，該
委員會考核發給獎金時，該 二、修正第一項考察觀摩
年度各鄉（鎮）公所經本府
年度各鄉（鎮）公所經本府
編列說明。
小組考核結果評列為前三名
小組考核結果評列為前三名
者，同時發給獎金。獎金總
者，同時發給獎金。獎金總
額度為本府獲頒獎金之百分
額度為本府獲頒獎金之百分
二十計算，第一名為百分之
二十計算，第一名為百分之
九，第二名為百分之七，第
九，第二名為百分之七，第
三名為百分之四發給之。
三名為百分之四發給之（計
並由本府統籌辦理山坡地保
算至元為止）；本府獲頒獎
育利用管理業務考察觀摩。
金之百分之三十，由本府統
本獎金以用於山坡地保育利
籌辦理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
用管理業務有關之支出為
業務考察觀摩。
限。
本獎金以用於山坡地保育利
用管理業務有關之支出為
限。
(刪除)

九、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 一、本點刪除。
二、依法制體例刪除。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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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評分基準表
修正規定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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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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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 衛星變異點 10
案件

1.內容詳實度及送達時效，送達時效於次月十日前，依本府指定方式送達 山坡地巡查紀錄表
。
2.函報巡查人員異動情形表。

5

電話檢舉
主動查報率

5

1.查報即時效率及查報情形之妥適性(依每一新違規案發生之時間及規模 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
大小,距查報表填報之時間)。*

5

2.表單各欄位填列內容之完整及清晰度(並檢具照片)。

查復速度及詳實度。*

10

公所主動查報案件與年度總違規案件之比例。*

主動查報率

10

發現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後制止作業之確實度與時效。

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
制止作業

前年度考核缺失改進情形
10

七

防災業務

八

創新作為

九

教育宣導作為

電話檢舉

查復速度及詳實度。*

前一年度考核缺失改進情形及改進情形有顥著成效之作為。

1.配合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執行情形。

15

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 案 衛星變異點
件

10

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制止作業

山坡地查報與制止創新與加強專業性之具體作為。

10

辦理走入社區講習或各項宣導作為。

附註：評分衡量基準項目標示有*者，請依考核時本府所列統計表給分。

1.於限期內(次月5日前)送達，並隨時函報巡查人員異動情形表，及巡查轄 一、修正考核項目名稱。
二、合併評分基準項目。
內經本府
核准之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案，或經本府開立處分書或限期
改正之 山坡地違規案件之次數。*

5

2.報表紀錄方式。

5

1.查報即時效率(依每一新違規案發生之時間及規模大小,距查報表填報之 一、修正考核項目名稱
二、調整評分及部分文字修正。
時間)。*

5

2.表單各欄位填列內容之完整及清晰(並檢其照片)。

5

3.查報情形之妥適性(如是否確屬水土保持法中之違規情事等)。

10 10 查復速度及詳實。*

評分衡量基準部分文字修正。

10 10 查復速度及詳實。*
15

10

公所主動查報案件與年度總違規案件之比例。*

調整評分。

發現山坡地違規案件後，除了口頭制止外是否還有其他其體制止措施(如立 評分衡量基準文字修正。
告示牌 並拍照存證、以雙掛號通知違規人及地主等…)。

各鄉(鎮)公所對工作之配
合度 及前年度考核缺失
改進情形

10

由業務科各鄉(鎮)承辦人員對該鄉(鎮)公所評分供委員參考，並由考核委員 評分衡量基準文字修正。
視改進
處理情形予以給分。

防災業務

10

1.年度土石流防災演練及宣導執行情形。

創新作為

10

山坡地查報與制止創新與加強專業性之具體作為。

2.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校核更新(包含保全對象清冊)辦理情形。
10

評分衡量基準

配分(分)

10

10
六

考核項目

山坡地巡查紀錄表

10
二

評分衡量基準

配分(分)

10

一

說明

現行規定

年度土石流防災演練及宣導原由
公所辦理，更為本府委託辦理，
2.年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檢討更新(包含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 計畫名稱為自主防災社區計畫，
配合修正評分項目文字說明。
全對象清冊等…)辦理情形。

新增考核項目。

附註：評分衡量基準項目標示有*者，請依考核時本府所列統計表給分。

頁1

Table 1

附表二：獎勵標準表
修正規定
獎勵標準

考核結果
評分

現行規定

鄉(鎮)長、主辦單位主管、主辦人
及巡查人員

獎懲標準

考核結果
備註

說明

鄉(鎮)長、主辦單位主管、主辦人
及巡查人員

評分

第一名

各予記功二次

評分達 90 分以上者

各予記功一次

第二名

各予記功一次

評分達 85 分以上者

各予記嘉獎二次

第三名

各予記嘉獎二次

評分達 80 分以上者

各予記嘉獎二次

第四至五名

各予記嘉獎一次

備註
依據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獎
懲案件處理補充規定修正獎
勵標準。

修正附註第二點。
附註：
附註：
.1.表列之獎懲人員名額，應以符合「宜蘭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獎懲案件處理補充
1.表列之獎勵人員名額，應以符合「宜蘭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獎懲案件處理補
規定」為限。
充規定」為限。
2.若已名列前三名，考核總分又較前年度進步達 10 分以上者，則不再發給進步獎勵
2.依附表一評分基準表評定分數排列名次，分數未達七十五分 ，不予計列名次。
。

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