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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河川經濟調查

第1節

概論

＜想法＞
本章說明實施河川經濟調查所需之技術性事項。
河川經濟調查旨在實施河川工程等相關的成本效益分析等。
國土交通省為了進一步提升公共工程的效率性及其實施過程的透明性，推動規劃新業務時，實施
評估，並依據成本效益分析等評估項目，實施綜合性的業務評估。
成本效益分析乃評估事業投資效率性的項目，國土交通省針對所管轄之公共事業，制定了確認實
施成本效益分析相關評估方法、概念等相關共同應考慮事項的技術準則，也針對河川相關事業，在與
該指南整合的目標下，制定能掌握各該事業特性的基準。
成本效益分析一般由①效益計算、②成本費用計算、③總費用與總效益比較等三部分構成，因此
，本章以治水事業與河川環境整備事業為對象，一一說明其①～③。

＜相關通知等＞
1) 國土交通省所管轄公共事業新規劃事業採納時的評估實施要領，2011年4月1日，國土交通省.
2) 國土交通省所管轄公共事業再評估實施要領，2011年4月1日，國土交通省.
3) 河川與壩事業的新規劃事業採納時評估實施要領細目，2009年12月24日，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4) 河川與壩事業再評估實施要領細目，2010年4月1日，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5) 公共事業評估的效益費用分析相關技術準則（共通編）
，2009年6月，國土交通省.
6)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7) 河川相關環境整備的經濟評估手冊【本編】
，2010年 3 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環境課.
8) 河川相關環境整備的經濟評估指南【別冊】
，2010年 3 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環境課.
第2節

治水經濟調查

＜想法＞
本節說明實施水利經濟調查所須實施的技術性事項。
水利經濟調查旨在進行堤防與壩等水利設設施備相關成本效益分析等，實施時應特別注意下列重
點。
・ 水利設施效益列入計算的防止災害效益，乃依據一定預估而計算的推估値，且只評估水利設施
整備獲得效益的部分
・ 實施事業不能只重視效率性，公平性也須列入水利經濟調查的綜合評估指標

＜相關通知等＞
1)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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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效益的評估
＜標 準＞
治水設施整備的效益，包括降低水患所造成人命傷亡與直接間接資産損害所產成的可支配所得增
加（效益），以及水患減少所帶動土地生産效率提高之效益、治水效率提高所帶來的精神上安心感等
等，但精準計測仍有諸多困難，標準做法是把這些效益之中部分防止損失效益（減少水患造成人命傷
亡或直接間接資産損害所產成的可處分所得增加）的一部分，列入治水事業效益。標準的具體做法是
，把防止洪水氾濫所造成直接間接災情的效果之中，現階段能在經濟上評估具有防止災情效果，以及
能防止直接資産受害（家屋、公共土木設施等受害等）與部分防止間接受害（營業停止損失等）效果
者，視為效益。
但針對其他效益，也不可防礙藉由個別河川實施調查評估其效益的做法，基本原則是，實施評估
應避免重覆。
此外，治水事業效益的計算順序，標準做法是分割目標氾濫平地、掌握河水流動能力、預估破堤
地點，然後針對每個流量規模及氾濫區塊實施淹水模擬，算出流量規模別的受害減金額，再加上這部
分乘以流量規模所推算的洪水產生機率而得出的流量規模別年平均災害受損金額，就能算出平均災害
損失減少期望金額。

＜相關通知等＞
1)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2. 2
費用的評估
＜標 準＞
成本效益分析目標之費用，標準做法是含從治水事業著手時間點到治水設施完成為止的總建設經
費，以及評估目標期間內的維持管理費用。
＜相關通知等＞
1)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2. 3
總費用與總效益之比較
＜標 準＞
標準做法是，利用折現率，將水利設施整備所帶來總效益（災害受損減少），除以水利設施整備及
維護管理所需總經費，算出其目前的價值（參照圖 8-2-1 ）。
因此，標準做法是，以評估的時間點作為換算成目前價值的基準點，分別算出；
・水利設施整備期間及水利設施完成後50年內為評估目標期間，水利設施完成所需費用與水利設施
完成後50年維持管理費換算成現在金額之總和，得出總費用（Ｃ）
・年平均災害受損金額（2.1算出的各年度效益）與評估期間末了設施殘存價値換算成的目前價値總
和，為總效益（Ｂ）
然後算出效益費用比（Ｂ／Ｃ Ｂ除以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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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金
額

年平均災害受損減少期待金額

換算成現值的建設經費

總費用=(建設費用(算成現在價值)+維持管理費(換算成現在價值))的評估
總費用＝建設費（現在価値化）+維持管理費（現在価値化）
目標期間的總合
總效益=評估目標期間年平均災害受損減少期待金額(換算成現在的價值)
的總合+設施的殘存價值(換算成目前的價值)

維持管理費

換算成現值的年平均災害受損減少預期金額

建設費

年平均災害受損減少預期金額

年
評估時間點

設施完成後的評估期間（50年）

整備期間
治水設施（堤防等）完成

評估對象期間
著手時間點

圖8-2-1
方法

總成本費用、總效益的評估

＜相關通知等＞
1)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第3節

河川環境經濟調查

＜想法＞
本節說明實施河川環境整備經濟調查所須規範的技術性事項。
如河川法所示，「河川環境的整備與保全」是河川管理目標之一。目前河川整備的趨勢是，河川
相關環境整備與保全列為主要目的或複合目的之一，因此，這類事業也須適當地實施經濟評估。
另一方面，不存在市場的環境即所謂非市場財，具有公共財特性，因此實施這方面的評估，只能
使用間接性方法。此外，其具體作業雖然有各種評估方法被提出，但未有定說，且各種方法仍有其待
解決的技術性課題。
實施河川環境整備的經濟調查，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 河川環境乃是由水量・水質、生態系、人與自然多元互動之場、景觀、河川相關祭典、民俗節
慶等複雜且多元要素所構成，這些要素之中，有的未必適合進行經濟評估。
・ 實施環境經濟評估有各種建議方法，但學術界尚未有共識，仍待進行各方面的檢討。
・ 經濟評估結果應從綜合性的角度，仔細探究其妥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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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通知等＞
1) 河川相關環境整備經濟評估指南【本編】
，2010年 3 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環境課.
2) 河川相關環境整備經濟評估指南【別冊】
，2010年 3 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河川環境課.
3) 治水經濟調查手冊(草案)，2005年4月，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3. 1
效益的評估
＜標 準＞
河川環境整備效益，計算方法是，將因實施業務所發生改變之效用，換算成貨幣。
河川環境是河川相關複數環境要素所構成的環境。掌握環境整備效益，首先應把評估對象之環境
視為資產，然後將實施事業所產生效用變化的部分，換算成貨幣。
效益的評估，標準步驟如下，１）定出列入計算對象的效益之特定化，２）方法的選定，３）效
益的評估，４）妥當性的驗證。
１）定出列入計算對象的效益
環境整備在水量・水質、生態系、人與自然多元互動、景觀等非常多的層面上，和人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要全面正確算出這些不同層面所產生的效益，目前幾乎不可能，也難以驗證其精度，因此只
能在可能範圍內做經濟評估，且實施經濟評估須明確指出評估對象在業務實施之成效因素。
２）方法的選定
環境效益主要計算方法有ＣＶＭ（假設市場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ＴＣＭ（旅
遊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替代法等。選定這些方法之前，應先釐清在評估對象事業所抽樣選出
的效果因素方面，表 8-3-1各種方法所具備的優點與缺點，然後綜合判斷應使用哪種方法。
３）效益的評估
計算效益，應儘可能正確地預測，計算對象之效果要素會產生怎樣的變化，並且充分注意所選定
方法之特性。
４）妥當性的驗證
計算結果應與過往計算類似的環境財相關之效益計算結果做比較，來驗證其妥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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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1
方法

內容

假設市場
評估法
（VCM）

實施問卷調查
，了解接受調
查者願意針對
事業效果支付
的金額，據此
算出其效益的
方法

旅遊成本法
（TCM）

依據造訪設施
的人所支出的
交通費與所秏
時間，計算效
益的方法

替代法

依據會帶來和
評估對象事業
相同效益的其
他市場財價格
而計算效益的
方法

各種方法的特徴

各方法的一般性特徵
優點
缺點
．適用範圍廣，原則上可 ．直接在問卷上詢問價格
適用於評估歷史性及文化
，因此，若無適當的順序
性珍貴設施存在價值等的
或問卷內容不洽當，就會
各種效果。
產生偏差，降低推估之精
度。
．因為是對於假設狀況的
回答，難以確認結果是否
妥當。
．須請回答者了解，預算
方面是有限制的。
．無法推估負的支付意願
金額。
．運用客觀數據（訪客人 ．有時難以取得實際狀況
數、旅遊費用等）進行分
的相關數據（有營業與沒
析，容易確認分析方法與
有營業情況下，不同出發
結果的妥當性。
地之訪客人數等）。
．因為是依據休閒旅遊行 ．無法與休閒旅遊行動連
動所進行的分析方法，適
結的價值（歷史文化珍貴
合用來分析觀光區休閒旅
設施的存在價值），難以
遊相關價值。
計算。
．難以分析有複數目的地
的旅行者及長期旅客接待
方法、替代設施之設定等
。
．較容易理解其計算方法 ．若無法設定適當的替代
、能相對簡易地進行分析
財，就不適合運用這種方
。
法。

3. 2
費用的評估、總費用與總效效益的比較
＜標 準＞
河川環境經濟調查費用的計算、總費用與總效益之比較，標準做法與治水經濟調查相同，應準用
本章 2.2 費用的計算 與 2.3 總費用與總效益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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