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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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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壹、前言 

為強化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以下簡稱社區）之自主防災作為，達到社區永續

運轉的目標。本計畫期能透過本評鑑，鼓勵已成立之社區踴躍參與評鑑，不僅可

自我檢視防災作為與成效，亦可經由評鑑中學習成長。 

 

貳、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本評鑑分為初評、複評與現地訪評，評鑑的目的是為了要選出「水患自主防

災之績優社區」，許多社區實際運作良好，惟無法完整地呈現於評鑑中，有鑑於

此，本團隊特就初評書面報告部分提出以下建議與範例，以供參考或自行調整，

期能協助社區辦理評鑑書面報告之撰寫，完整呈現出社區之防災作為。 

評鑑書面報告部分可就以下大方向撰寫： 

一、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佔 15 分） 

二、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佔 25 分） 

三、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佔 20 分） 

四、社區活動動員能力（佔 15 分） 

五、永續發展與創意（佔 15 分） 

六、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活動成果（佔 10+5 分） 

 

一、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佔 15 分），建議可就社區疏散避難計畫之完整

性、社區淹水潛勢分佈及水災防災地圖更新、保全對象資料建置及更新進行完整

地說明。 

(一) 疏散避難計畫之完整性 

疏散避難計畫包括：社區防災組織編組、避難收容對策、避難收容處

所與物資儲存處所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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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1. 社區防災組織編組 

建議以表列出平時及颱風豪雨期間之任務分配，除了組別工作項目亦

明確說明個人職掌，含災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階段，完整規劃編組。 

 

範例一：完整規劃編組，除基本的指揮、聯絡、巡邏、搶救、引導疏散組之

外，收容中心設有安置接待組、安全維護組、心靈關懷組、炊事組；另增加

行政後勤組，設有救護組、受理登記組、物資管理，並設立預備隊以利於機

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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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列出平時及颱風豪雨期間之任務分配，讓各小組成員明確地知道

自己在平時及颱風豪雨期間要做什麼？有什麼樣的任務？ 

 

資料來源：臺南市柳營區八翁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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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三：不僅清楚記錄各組別工作項目亦明確說明個人職掌。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四：有列出颱風豪雨期間各班在災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各階

段的工作職掌及要攜帶的配備。 

 

資料來源：南投縣埔里鎮枇杷里 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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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2. 避難收容對策 

避難收容對策要預先清楚規劃疏散撤離作業及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

程，在災時便能迅速緊急應變，臨危不亂。 

 

範例一：清楚呈現自主防災社區運作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宜蘭市礁溪鄉玉田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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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二：資訊的傳遞決定後續的防災作為，本範例有清楚呈現疏散撤離資

訊傳遞流程圖，利於災時清楚並迅速地應變。 

 

資料來源：宜蘭市礁溪鄉玉田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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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3. 避難收容處所與物資儲存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與物資儲存處所首先在的選址時，要注意需確認收容處

所未落在政府公告的災害潛勢範圍內，應選址於相對較不易淹水且有足夠

空間可收容災民、物資與設備之處。或者在特殊情形下，與鄰近廠商店家

簽訂「開口契約」(註 1)儲存民生物資。 

 

註 1：「開口契約」主要是為因應天災造成的損害先預估有多少災害準備金，再

估計需要多少物資。「開口契約」同時可由多家得標，即所謂複數決標；天災一

發生，得標業者即可同時參與救災。 

 

範例一：在災害發生時，民生物資的儲存與管理亦須相當的空間與人力，

簽訂開口契約廠商儲存民生物資，可省下另外儲存物資的空間與管理人力。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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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二) 社區淹水潛勢分佈及水災防災地圖更新 

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訊，平時先蒐集社區的淹水潛

勢分佈，可預先規劃逃生路線、避難收容處所，此章節建議可提供：社區環

境概述、歷史災害、淹水潛勢等資料分佈及水災防災地圖並更新至最新。 

 

範例一：提供不同尺規之淹水災害潛勢圖，可就不同尺規進行模擬規劃逃

生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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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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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資料來源：台南市安南區塩田社區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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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二：依據社區地理環境以及現勘所調查的資料，製作適用當地的水災

防災地圖，並調查區域內的動線，製作疏散避難路線地圖，供當地居民如

遇災害來臨時供參考使用，清楚標示出可能淹水方向、緊急連絡、消防分

隊、災害應變中心地址及電話。 

 

資料來源：臺南市後壁區新嘉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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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三：除了標示出緊急連絡人、區公所、消防分隊、所屬河川局、災害

應變中心地址及電話，並清楚顯示出避難處所、平房、保全對象易淹水路

段及區域。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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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四：除了標示出各項防災資訊，亦清楚標示出疏散避難方向、避難收

容處所。 

 

資料來源：臺南市仁德區二行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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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三) 保全對象資料建置及更新  

保全對象資料建置及更新建議可提供以下資料：保全對象資料（含避難

老弱婦孺者）、疏散對策、建置及更新進行完整的說明。 

建議清楚記載保全對象相關資料並更新至最新。（基於個資法，在提供

保全對象資料時，請勿公開完整個人資料。）建議可以表列出保全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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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戶籍人口是否實際居住於該址），以便於安排適當人員、交通工具、規

劃並協助盡速撤離。 

 

範例一：除基本資料外，加列出障別（類型）、性別，可事先規劃適當人

員及交通工具協助盡速撤離。 

 

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區塩田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基本資料更新至最新且列出類型、緊急聯絡人，以利於緊急聯

絡，並可在第一時間知道如何做適當的醫療照護。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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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三：除基本資料外，加列出是否實際居住於此、是否行動不便、是否

優先撤離、避難處所、緊急聯絡人（電話）及該戶人口數。由過去災難歷

史經驗可得知，災難發生時，戶籍與實際居住者不相同，有些也許是租屋

或借住者，並不在戶籍上，因此，詳細記錄實際居住者實屬重要。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四：除基本資料外，加列出類型（保全對象狀態、地勢）、避難方式、

通知人，可預先規劃避難方式。 

 

資料來源：臺南市麻豆區埤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五：統整出各類型人數，利於事先規劃協助撤離人力、工具之配置。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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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六：以類別(身心障礙、獨居等)區分製表，便於判別與規劃避難方式。 

 

資料來源：雲林縣北港鎮南安里年 106 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資料來源：雲林縣虎尾鎮崛頭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七：以平房保全及弱勢族群區分製表，便於判別規劃避難方式。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區前竹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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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八：建立弱勢族群疏散優先順序，便於判別規劃避難方式。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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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二、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 

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佔 25 分）建議可以由社區防災組織運

作情況、社區水患防災教育訓練及防汛演練、防救災設施維護與使用情形說

明等方向著手。 

(一) 社區防災組織運作情況 

社區防災組織運作情況（應包含組織實際運作人數、輪值、簽到

退等情形）建議可提供社區平時整備自主檢查紀錄並檢附照片。 

 

範例一：提供自主防災社區平時整備自主檢查報表並檢附照片。 

 

資料來源：雲林縣虎尾鎮堀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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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資料來源：雲林縣虎尾鎮堀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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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二) 社區水患防災教育訓練及防汛演練 

建議可提供社區水患防災教育訓練情形、防汛演練腳本及照片。 

 

範例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防汛組織想定了數個演練狀況與市府相關單位

及各合作企業進行完整地演練，透過演練檢討、修正以利災時能快速應變。 

1. 演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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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2. 演練腳本 

 

資料來源：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將平時運作防災活動及教育訓練紀錄分類整理成表格，並且記錄

了參與人數，呈現落實推動情形。 

 



 

21 

 

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三) 防救災設施維護與使用情形說明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尤其是防救災設施更是重要，有了合

宜的設施更是要好好地管理維護。 

 

   範例一：除了記錄個人裝配備也記錄防救災設施。 

 

資料來源：臺南市柳營區八翁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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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二：有以照片及表格清楚呈現救災資源配置及管理維護情形。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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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三：以照片及表格清楚呈現與地方企業配合載運機具資源明細。 

 

 

資料來源：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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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三、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 

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佔 20 分）可提供出社區颱風及豪雨期間相關

應變作為、社區通報紀錄及處理情形。 

(一) 社區颱風及豪雨期間相關應變作為 

社區颱風及豪雨期間相關應變作為可提供颱風豪雨期間運轉表，所以

颱風及豪雨期間詳實地將防災作為記錄於表格，並且輔以照片佐證，便能

明確地呈現相關應變作為。 

 

範例一：將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情形整理列表，簡明扼要。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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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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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從事件之初始運作情形，至最終的復原，完整呈現整個事件中，社區的防

災運作。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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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南市將軍區廣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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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清楚的記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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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狀況並簽到及簽退，且由紀錄表中清

楚得知每個小時皆有巡視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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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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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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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清楚記載颱風事件雨量觀測紀錄，由紀錄表中可清楚瞭解觀測時

間、地點及雨量觀測值是否達警戒值，清楚得知約每兩小時皆有巡視勘查。 

 

      資料來源：雲林縣北港鎮南安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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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通報紀錄及處理情形 

社區是防災的最前線，要正確並快速的將前線災情往上通報上達主管

機關，實屬首要，不僅有利於主管機關迅速確實地做出合宜處置，亦能為

社區居民謀得福利。建議可提供相關社區通報紀錄及處理情形。 

 

範例一：在颱風豪雨事件自主防災社區運轉表中詳實記錄並以照片佐證訊

息接送情形。 

 



 

30 

 

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資料來源：雲林縣北港鎮南安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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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颱風事件防災組織實際運作情形_預防性疏散撤離居民手冊詳加分

類出：年長者、行動不便；病、重大傷病、慢性病；傷、殘；單親；獨居；

其他，並於每次颱風事件確實記錄保全對象疏散避難方式，統計出應撤離

與實際撤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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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雲林縣北港鎮南安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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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活動動員能力 

社區活動動員能力（佔 15 分）可提供社區辦理防災相關教育訓練等

活動、社區自主防災推動宣導作為、社區參與防災相關活動之辦理情形。 

(一) 社區辦理防災相關教育訓練等活動 

社區可以自行考量邀請講師辦理教育訓練、防災演練；過去部分社區曾

邀請網路人氣氣象專家、邀請國外防災專家等，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範例一：邀請「天氣即時預報」臉書粉絲團超過 25 萬粉絲的天氣小編講

解「氣象資訊認識與應用」。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區前竹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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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邀請日本防災研究員(京都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佐佐木孝子擔任講師

辦理為期三天的防災遊戲工作坊，寓教於樂，讓學員從防災遊戲中學習防

災知識。 

 

資料來源：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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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105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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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105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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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面臨社區高齡化的現象，社區多有隔代教養的家庭，將防災觀念帶

給小朋友進行宣導，藉由小朋友將防災意識帶回家，增加社區接收防災觀

念的管道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社區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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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里長邀請防汛守護隊全體隊員一同學習水情 APP，針對即時雨

量、水位警戒等重要防災資訊提供各項在地化應變，讓居民在未來面對自

主防災或取更加快速且即時的防災資訊。 

 

資料來源：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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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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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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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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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自主防災推動宣導作為 

社區自主防災推動宣導主要教育對象為社區居民，因此應該因地制

宜，規劃出在地的推動宣導作為本小節是可以好好展現出特色的。 

 

範例一：結合每日關懷據點的聚會也辦理相關宣導，也會有社區志工定期

協助長輩量血壓，不僅可以關懷居民的身心健康亦可加強自救應變等相關

防災知識。 

 

資料來源：雲林縣大埤鄉西鎮村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接待其他社區來訪觀摩並推動宣導社區自主防災，教學相長，互

相激勵出更好的防災作為。 

 

資料來源：雲林縣大埤鄉西鎮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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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參與防災相關活動之辦理情形 

社區參與防災相關活動可以多以照片加文字敘述辦理情形。  

 

範例一：將居民參與防災相關活動整理成表，並增列參加活動之主辦單位。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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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以表格清楚整理出活動日期、名稱、參與人數及照片記錄。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42 

 

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三：赴其他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參訪，精進防災知識。 

 

資料來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社區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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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將防災與全球高齡化現象做結合，使社區防汛組織能夠協助社區

高齡者在汛期間到達安全避難場所。 

 

資料來源：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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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續發展與創意 

永續發展與創意（佔 15 分）本章節建議要好好發揮，應該是最能比較出

高下、展現特色的部分。可就建立永續經營模式、社區自主防災創新作為、發

展社區特色三大部分好好著墨。 

(一) 建立永續經營模式 

範例一：規劃防汛期及離汛期教育訓練作為永續規劃。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將企業納入自主防災，演練時亦邀請廠商共同參與。去年颱風

時，水閘門被雜物卡住，無法關閉，緊急請廠商支援大型機具協助救災。 

 

資料來源：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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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成立以自主防災社區為主體之環境災害保護協會並與里內企業協

商補助，無論成員如何更替，皆能使自主防災社區存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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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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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建立獎勵制度以激勵成員進而影響更多居民投入志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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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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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作為 

社區自主防災在運作的過程中，想必會激盪出具有獨創性的思維，進

而發展出創新作為，本小節是可以好好展現出特色的。 

 

範例一： 科技月新月異，不論是影像、聲音、圖檔甚而通訊皆能整合在一

起使用，除了縣市政府研發的水情 APP，里內也發展客製化的防災 APP，

在救災時能夠更如虎添翼。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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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二：將現有村民平時信仰聚集地，協調成臨時收容場所。  

 

資料來源：雲林縣口湖鄉過港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三：設計具在地化意象之避難路線跑馬燈指示牌，不僅便於居民慌亂

中迅速到避難收容處所避難，亦利於引導不孰悉路線之外來工作者、訪客

等順利抵達避難收容處所避難。 

 

資料來源：臺南市麻豆區埤頭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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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拍攝防災微電影並參與比賽，製作宣導品推動自主防災。 

 

資料來源：臺南市後壁區新嘉里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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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五：為達到推廣自主防災社區成果，製作專屬於社區的自主防災宣導

摺頁，不僅社區到外地參訪可以提供他人參考，亦可將自身社區推廣出去。 

 

資料來源：臺南市柳營區八翁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六：藉由社區吉祥物建立防災意象公仔，具有兩種含意:一為期望看到

吉祥物聯想到社區也一同在推動自主防災社區，防災路上不孤單，二是吉

祥物年幼，如同社區推動自主防災的腳步，一起成長，一起壯大防災觀念。 

 

資料來源：臺南市柳營區八翁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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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七：為增進彼此防災經驗，由自主防災守護隊員接待來自國外的賓客

並進行簡報，並與國際友邦參訪團進行提問交流，展現社區在自主防災的

領域上有堅實的發展與成就。 

  

 

資料來源：雲林縣四湖鄉廣溝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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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社區特色 

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獨特的地理環境、生態資源及人文歷史特色，建議

本小節可以好好地多加著墨。 

 

範例一：防災警戒班成員剛好為抽水站成員，因此每當颱風警戒或是大雨

特報發布時，便會帶領村長啟動滯洪預抽機制，藉由此預防機制不但為社

區防災工作爭取反應時間，也讓抽水作業更從容順暢。 

 

資料來源：雲林縣口湖鄉過港村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二：結合在地食品企業，發展自主防災特色導覽，建立關係的親善

大使，成為自主防災導覽新夥伴。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區前竹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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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里內大多數閒置農田，與社區農民協商作為滯洪池使用，可降低

附近淹水狀況。 

 

資料來源：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範例四：社區自省自主防災運作成熟度，並整理成表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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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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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活動成果 

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活動成果（佔 10+5 分），可提出獎勵金運

用規劃（倘若過去有得獎之優良社區建議可加提出過去實際運用情形）且輔

以圖示說明、結合其他部會或單位資源推動自主防災。 

(一) 獎勵金運用規劃 

範例一：清楚說明過去獎勵金規劃實際運用情形。 

 

 資料來源：彰化縣大城鄉潭墘社區 106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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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獎勵金規劃有排運用順序，各項經費理應按輕重緩急等條件縝密

檢討，排出優先順序。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區前竹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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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獎勵金規劃部分，不僅以表列並加圖示說明，簡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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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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其他部會或單位資源推動自主防災 

範例一：將社區結合其他單位推動自主防災紀錄以表格清楚呈現。 

 
資料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三) 103 年後首次參加本署評鑑之社區加 2 分以資鼓勵 

(四)於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系統填列速報單、提送影音紀錄 (此項採加分辦

理，以 5 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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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報告之撰寫 

範例一:以影音方式記錄防汛期間過程，可同時放上影片網址及 QR code，

開放其他社區參考使用，彼此相互學習，增進防災意識。 

 

資料來源：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 106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資料 

 

另外，在社區自主防災運作過程中，想必會有許多的心得、想法或事件，建

議在準備評鑑報告時，若有餘力的話，可提供防災運作過程中的經歷、心得、想

法或感人的防災小故事，加深正面印象。（本部分非必要，端看參加者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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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社區現地訪評評分 

參、種子社區現地訪評評分 

今年度新增種子社區評鑑機制項目，期望藉由種子社區之指標性作為其他社

區學習對象，種子社區之資格為自 103 年起，自參與評鑑年的近四年內，曾 3 次

獲選特優評鑑之社區，經核定具種子社區資格後，可直接進入現地訪評階段。由

於今年度首次辦理種子社區評鑑，以下將無法提供範例作為參考，本團隊綜合各

項特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成果作為本年度種子社區評鑑評分標準，冀望藉由

本次評鑑方式，建立種子社區完善評分體系，供未來各社區操作參考之依據。 

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簡報 

利用簡報、海報以口頭之方式說明社區基本狀況、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歷程與心得，其內容佔總評鑑評分 20 分。。 

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熟度 

社區成熟度在於社區居民們對自我社區防災情形的參與性、互動性與了解

性，需建構社區的防災意識與社區防災組織，積極投入於社區防災事項，有效

運轉組織運作體系，並於颱風及豪雨期間相關應變作為，減少社區災情發生。

以下項目佔評鑑總分 20 分。 

(一) 成員對水患自主防災之了解與參與度 

(二) 推動水患自主防災對於社區狀況的改變，以及水患自主防災推動建議  

或改善內容 

三、實地訪查社區  

藉由實際勘查社區內部防救災設施維護及使用情形，檢視社區內部防災組

織完善性與經營之情形，是否對於社區受災害影響有足夠因應方法，且其因應

對策具循環永續之效用，除有效降低社區受災衝擊，打造社區自主防災特色性

質。以下為實地訪查社區評鑑項目，佔評鑑總成績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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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社區現地訪評評分 

(一) 防救災設施維護與使用情形說明 

(二)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作為 

(三) 建立永續經營模式 

(四) 發展社區特色 

四、種子社區任務 

種子社區乃為各社區參考之重要指標性，故對於種子社區之營運成果需謹

慎且嚴格審查，針對其內部任務關於社區聯合防汛、防災社區組織營運、防災

社區特色性及永續性等等之成果進行評估，其內容佔總評鑑評分 40 分。 

(一) 區域聯合防汛工作成果 

(二) 輔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運作成果 

(三) 防汛推廣合作成果 

 

肆、結語 

本團隊針對初評評鑑書面報告部分提出的建議與範例說明僅供參考或自行

調整，平時先收集備妥基本資料：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15 分）、社區水

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25 分）、社區颱風豪雨期間防災運作（20 分），這三大

章節可算是基本必須要完整呈現出來的，意即這基本分數最容易取得；社區活動

動員能力（15 分）和永續發展與創意（15 分）便是可以展現出社區特色，應可

加強發揮及著墨；而其他配合推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活動成果（10+5 分），包含: 

103年後首次通過縣市遴選，並參加本署評鑑之社區加 2分以資鼓勵及影音紀錄，

今年度新增項目為於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系統填列速報單項目，更是可以讓自己脫

穎而出，嶄露頭角，突顯與眾不同，把握加分機會！希望透過評鑑，讓社區團隊

的努力被看見與肯定，給社區再精進的動力！ 

天災難防，有事先完善的準備方能減少災害，期望本範例說明不僅能協助社

區辦理評鑑書面報告之撰寫，完整呈現出社區之防災作為，更希望能激起民眾對

居住社區自主防災的重視，讓社區加強全民防災觀念，使全民自主防災能力提升

及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