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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年度社區評鑑注意事項

(二) 評鑑資料一覽表

1.社區水患防災計畫

2.社區水患防災計畫落實情形

3.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情形

4.社區活動動員能力

5.社區永續發展與創意

6.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

活動成果

7.活動成果紀錄

(三) 關鍵重點報你知-得分小幫手

(四)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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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年度社區評鑑注意事項



八月起東部、中部、南部
各辦理一場種子培訓營

報告事項 評鑑期程表

種子培訓營

繳交評鑑資料

初評

複評

現地訪評

成果發表暨績優社區表揚大會

1

2

3

4

5

6

10月20日繳交資料給
縣市政府，函送河川局

11月底前完成初評

12月底前完成複評

107年1月中旬前
完成現地訪評

預定於107年2月
辦理表揚



評鑑項目資料說明報告事項

106/1 106/10 106/10/20

繳交評鑑資料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運轉資料紀錄與前期準備

 評鑑資料以本年度為基準

 不可引用其他計畫資料參考

 書面報告：

 佐證資料

1.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

2.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

3.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含教育訓練及演練）

4. 社區活動動員能力

5. 社區永續發展與創意

6. 其他有助於社區自主防災之成果

相片、圖資、防汛演練等影音記錄
(以5分鐘為限，影音資料為加分辦理，最高5分)

內文總頁數以50頁為限



評鑑時程說明報告事項

初評

複評

現地

訪評

• 繳交評鑑報告書

• 社區須出席複評會議，報告以不超
過15分鐘為原則

(包含影片放映時間)

• 辦理現地訪查與居民訪談

1. 會議場地、簡報、安排相關人員出席

2. 預先規劃現地訪查路線

3. 社區代表簡報

• 社區須預先準備



績優社區表揚

大會日期：預定於107年2月

評鑑結果：水利署統一公布

績優社區獎勵內容：

報告事項

 特優社區：二十萬元獎勵金、獎狀乙紙、獎牌乙面

 優等社區：十萬元獎勵金、獎狀乙紙、獎牌乙面

 甲等社區：五萬元獎勵金、獎狀乙紙

 完成報名作頁但未獲獎之社區：五千元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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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水災防災計畫報告事項

目的

 藉由事前規劃與整理，將防汛組織小組預先準備完成，並且隨時
準備弱勢族群的疏散作業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的完整性

完整
避難計畫

防災地圖
更新

淹水
潛勢分布

保全對象
資料建立

完善組織
&

小組分配



報告事項

保全對象資料建置與更新

1)保全對象：獨居、居住低窪、年長者等災害來臨時不易行動者

2)列出保全類型、性別、緊急連絡人、避難處所、避難方式、居住人
口、是否實際居住於此，以便於安排適當人員協助撤離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圖：保全對象清冊
資料來源：臺南市麻豆區
埤頭里105年度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圖：保全對象清冊
資料來源：嘉義市東區荖
藤里105年度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保全對象資料建置與更新

1)統整各類型之統計人數，利於事先規劃協助撤離之人力、工具配置

2)建議透過類別區分製表較佳

圖：不同弱勢族群類別統計表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組織分工

1)詳細記載平時及颱
風豪雨期間之任務
分配

2)組別工作項目外亦
明確說明個人職掌

3)列出災前整備、災
中應變、災後復原
階段各組應該怎麼
應變與操作

4)編組完整度高

報告事項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圖：防災應變中心小組分配表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疏散避難計畫與
避難收容對策

 清楚呈現水災疏散撤
離作業、疏散撤離資
訊傳遞流程圖

圖：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資料來源：嘉義市東區荖藤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社區淹水潛勢分佈及
水災防災地圖更新

圖：臺東縣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
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評鑑資料

 提供不同尺度之
災害潛勢圖

 社區可自行更新水
災防災地圖



報告事項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

疏散避難計畫-避難收容
與物資儲存處所

 事先準備完成避難中心建置
，災害來臨時可隨時啟動

 收容物資與儲存場所應隨時
檢查是否有不合規則的

圖：里長與社區店家合作，防災物資的事前準備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目的

 記錄災時期間的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運作狀況的真實
狀況

 社區組織災時的運作與填
寫狀況

 清楚呈現災時的處理情形

 社區水患防災教育與防汛
演練

 防救災設施、資源的維護
與管理

防災組織
運作狀況

教育訓練
防汛演練

災情狀況
應變作為

資源管理
資源配置



社區防災組織運作
情況

 颱風事件災害應變小組
輪值、防災勘查輪班表
及巡邏表。

 清楚記載巡邏時間、地
點、狀況並簽名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圖：防災組織簽到表的完整呈現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社區水患防災教育訓練
及防汛演練

 以照片及表格清楚呈現防災
活動平時運作及訓練紀錄

圖：社區參與水利署辦理相關活動
資料來源：臺南市仁德區二行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防救災設施維護與使用
情形說明

 以照片及表格清楚呈現救災
資源配置及管理維護情形

 確保設備均可以使用

圖：社區防救災設施存放與維護現況
資料來源：臺南市柳營區八翁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社區颱風及豪雨期間
相關應變作為

 以照片及表格清楚呈現颱
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情形

 從天氣警特報發布、災前
整備、災中應變及災後復
原逐一說明

圖：社區自主防災社區運轉列表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
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社區通報紀錄及處理
情形

 颱風事件防災組織實際運
作情形

 預防性疏散撤離居民

圖：社區預防性疏散名冊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動員能力

 社區民眾對於社區辦理活
動的參與程度

 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活動的
紀錄、平時自主防災演練
的紀錄

 平時防災資源整備以及確
保器材使用完善

目的

 了解社區在辦理活動，平時參與水患組織時候的積極程度，並且
確保資源運用得當

活動與
演練記錄

民眾
參加意願

裝備整備
與管理

民眾參
加意願

活動&
演練記錄
活動&

演練記錄



報告事項 社區動員能力

社區辦理防災相關教育
訓練等活動

 邀請國內外防災專業講師
辦理教育訓練

 以表格清楚整理出活動名
稱、場次、參與對象、活
動內容以及預期成效

圖：利用表格將活動內容呈現
資料來源：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動員能力

社區自主防災推動宣導
作為

 結合社區其他組織共同辦
理水患自主防災宣導

 接待其他社區來訪觀摩並
推動宣導社區自主防災

 與其他社區共同辦理防汛
演練、社區活動辦理宣導

圖：整合社區其他資源共同辦理相關宣導
資料來源：雲林縣大埤鄉西鎮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社區動員能力

社區參與防災相關活動
之辦理情形

 社區居民參與防災相關活
動整理成圖表

 詳列參與人數、地點與活
動內容

圖：社區居民參與社區防災活動表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如
何永續維持

 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活動的
紀錄、平時

 平時防災資源整備以及確
保器材使用完善

永續發展與創意

自主創新行為

永續經營模式

發展社區特色

目的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未來建議的發展走向與要如何做才會變
得更好，提供永續經營之策略方向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建立永續經營模式

圖：以社區為永續發展的概念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社區從日常生活中宣導防
災概念

 透過里民合作、強化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組織的認同
度，目標在永續維持運作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建立永續經營模式

 鼓勵在地企業一起投入自
主防災的行列

 為防汛志工、幹部頒發感
謝狀，增加榮譽感，激勵
社區民眾參與防汛組織的
行列

圖：社區獎勵制度的建立
資料來源：嘉義市東區荖藤里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行為

 可與社區其他組織或其他
單位依共同辦理自主防災
宣導、共同整理環境等有
助於增加社區永續性之活
動

圖：社區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活動

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區塩田里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行為

 結合社區其他資源共同監
測社區鄰近河川水位高度

圖：在易淹水地區設立監視系統
資料來源：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105年
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行為

 與社區巡守組織整合、針
對易堵塞地區實施預防性
巡邏

 透過網際網路得知保全對
象安全問題

圖：防汛守護隊巡邏箱與民俗信仰結合
資料來源：臺中市霧峰區五福里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行為

 防災組織與地方特色產業
合作

 將歷年防災組織相關作為
數位化建檔，提果後續民
眾參考

圖：設計具在地化的路線指示牌
資料來源：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發展社區特色

 將自主防災社區結合地方
產業，產生不同風貌

 防災社區與地方特色的結
合，增加民眾的參與與認
同感

圖：地方產業與防災社區結合創新
資料來源：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_105年評鑑資料



 清楚表列對照出推動
社區自主防災執行前
後對照

 比對出前後執行之差
異性

報告事項 永續發展與創意

社區自主防災運作成熟度

圖：社區自主防災執行前後對照表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報告事項 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活動成果

獎勵金運用規劃

 清楚表列過往獎勵金規劃
實際運用情形

 獎勵金規劃仔細並以圖示
且有排運用順序

 獎勵金規劃輔以圖示簡明
扼要序

圖：社區獎勵金規劃仔細並且有排列順序
資料來源：雲林縣虎尾鎮崛頭里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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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關鍵重點報你知-得分小幫手

得分小秘笈

各式計畫
落實執行

社區永續發展
與創意結合

圖文並茂
真實實現

書面報告
簡潔明瞭

民眾參與
及認同

社區之間
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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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總結

增加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民眾對於評鑑內容的了解

社區
活動參與

永續
發展

降低
災害風險

活動
成果紀錄

完善的
防災規劃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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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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