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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 

複評會議議程 

壹、 會議時間：112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 09 時 30 分 

          1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上午 09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1 月 4 日-大臺南會展中心 ICC TAINAN-努山塔里亞 E1 廳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 號) 

1 月 5 日-國立臺灣大學水源校區卓越研究大樓 106 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8 號)  

參、 主席致詞：(略) 

肆、 評鑑方式說明： 

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稱本署)為鼓勵已輔導成立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持續運轉，

期透過本評鑑計畫檢視推動成效，並具以檢討策進，以提升社區自主防救災

量能。 

二、 評鑑對象為水災智慧防災計畫範圍內、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範圍內、易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編列預算建置之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 

三、 複評評鑑項目如評分表，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 平均評分達 80 分，未達 85 分者，評為甲等。 

(二) 平均評分達 85 分，未達 90 分者，評為優等。 

(三) 平均評分達 90 分，評為推薦具特優資格，合計推薦具特優資格社區總數

不超過 12 處為原則。若平均評分達 90 分以上者超過 12 處，以平均評分

排序，錄取前 12 處，其餘者評為優等。 

四、 社區簡報完後，本計畫將進行約 15 分鐘的專題採訪，請社區依循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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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引，至第二會場進行專題訪問。 

五、 本署就具特優資格之社區擇期辦理現地訪評。 

伍、 社區口頭說明(含詢答) 

陸、 討論及評分 

柒、 評鑑結果確認及宣布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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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 

複評時間表-臺南場 

112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時間 議程 評鑑社區 

報到(各場次評鑑社區進行簡報前 30 分鐘進行報到) 

09:30-09:50 主席致詞暨評鑑方式說明 

09:50-10:10 

場次一 

(6 個社區) 

臺南市永康區三民里 

10:10-10:30 臺南市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10:30-10:50 臺南市安南區原佃里 

10:50-11:10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11:10-11:30 臺南市新營區姑爺社區發展協會 

11:30-11:50 屏東縣九如鄉玉水社區發展協會 

11:50-13:10 用餐暨休息時間 

13:10-13:30 

場次二 

(7 個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13:30-13:50 高雄市楠梓區下鹽田社區發展協會 

13:50-14:10 高雄市湖內區太爺社區發展協會 

14:10-14:30 雲林縣斗六市榴南里 

14:30-14:50 雲林縣大埤鄉西鎮村 

14:50-15:10 嘉義縣民雄鄉雙福村 

15:10-15:30 嘉義縣布袋鎮東港社區發展協會 

15:30-16:00 簽名&彌封 

16: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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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業 

複評時間表-臺北場 

1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時間 議程 評鑑社區 

09:30-09:50 主席致詞暨評鑑方式說明 

09:50-10:10 

場次三 

(6 個社區)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里 

10:10-10:30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愛鄉展望協會 

10:30-10:50 桃園市八德區瑞德里 

10:50-11:10 桃園市龍潭區上華里 

11:10-11:30 宜蘭縣蘇澳鎮蘇北社區發展協會 

11:30-11:50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11:50-13:00 用餐暨休息時間 

13:00-13:20 

場次四 

(7 個社區)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里 

13:20-13:40 南投縣南投市營南里 

13:40-14:00 彰化縣鹿港鎮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14:00-14:20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里 

14:20-14:40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 

14:40-15:00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 

15:00-15:20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里 

15:20-16:00 討論、分數計算、簽名、彌封 

16:00 散會 

備註： 

1. 各場次評鑑社區請於該社區進行簡報前 30 分鐘進行報到。 

2. 簡報說明由社區代表為之，型式不拘(可採簡報播放)以能清楚呈現社區自主防災

成果為原則；說明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包含影片播放及口頭報告)，於 8 分鐘按鈴 

1 響，時間到按鈴 2 響，社區報告後由評鑑委員進行詢問(約 5 分鐘)，社區回覆

委員時間以 5 分鐘為限(時間到響鈴)。 

3. 進入複評會場對象為縣市政府(含鄉鎮市區公所)、社區幹部、協力團隊，以三人

為限。 

4. 社區報告後將進行約 15 分鐘專題訪問，請社區依循工作人員指引前往地點。 

5. 評鑑作業無供餐點，請社區自理。 

 



5 
 

附件一、複評評分表 

【＿＿＿＿＿縣市＿＿＿＿＿社區複評表】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評鑑委員：(簽名) 

評鑑項目 核分 評核意見與綜合說明 

一、相對去年運作之差異說明                        〔15 分〕 

1. 災前整備情況。(3 分) 

2. 災中應變情況。(3 分) 

3. 災後復原情況。(3 分) 

4. 自主防災推廣情況。(3 分) 

5. 獎勵金運用(上年度未獲獎社區免撰寫)。(3 分) 

 

 

二、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                      〔20 分〕 

1. 社區淹水潛勢分佈及水災防災地圖更新。(4 分) 

2. 保全對象資料建置及更新。(4 分) 

3. 社區防災組織人員名單分組造冊。(4 分) 

4. 避難地點位置、撤離路線與流程。(4 分) 

5. 防救災資源盤點。(4 分) 

 

三、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                    〔25 分〕 

1. 社區防災組織於汛期間應變作為及運作情況(含實際參與

應變人數、輪值、簽到退等情形)。(5 分) 

2. 社區辦理水患防災教育訓練或參與水利署辦理之相關活

動。(5 分) 

3. 防救災設施維護與使用情形說明。(5 分) 

4. 社區辦理防汛演練。(5 分) 

5. 社區自主防災創新作為。(5 分) 

  

四、汛期間資訊回報狀況                            〔20 分〕 

1. 社區於颱風及豪雨期間啟動防災狀況。(10 分) 

2. 社區於颱風及豪雨期間防災作為照片。(10 分) 

比率 1~20% 21%~40% 41%~60% 61%~80% 81%~100% 

核分 2 4 6 8 10 
 

  

五、其他有助自主防災推廣之成果                    〔10 分〕 

1. 藉由新聞或媒體推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運作之相關成

果。(5 分) 

2. 外部合作成果(包含學校、老福長照機構、企業、民間團

體、跨機關或其他社區合作等)。(5 分) 

 

六、簡報與詢答                                   〔10 分〕 
 

分數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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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場次交通路線與平面圖 

一、南部場次(大臺南會展中心-努山塔里亞 E1 廳) 

   

會議中心外觀 會議室外走廊(可作為報到處) 簡報用會議室 

  

 

會議中心有 7-11、星巴克 休息空間(無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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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開車】 

地址：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 號  

● 臺南出發→台 86 線→上崙交流道 ( 大潭出口 )→抵達大

臺南會展中心 

● 臺北、臺中、高雄出發→國道 1 號 / 國道 3 號→仁德交流

道接台 86 線→上崙交流道 ( 大潭出口 )→抵達大臺南會展中

心 

 

【高鐵】 

搭乘至高鐵台南站，從 2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抵達。 

 

【臺鐵】 

搭乘台鐵抵達沙崙站，出車站步行約 5 分鐘抵達。 

 

【停車資訊】 

本中心停車棟 B1、3F、4F 設有室內汽車停車格 550 格，並於

3F 設有電動車充電樁；汽車 1 小時 / 40 元、一天最高 1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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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部場次(國立臺灣大學水源校區卓越研究大樓 106 會議室) 

   
會議中心外觀 會議室外走廊(可作為報到處) 簡報用會議室(106) 

 

 

 

拍攝影片的會議室(105) 休息空間(無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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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開車】 

地址：臺北市思源街 18 號（台大水源校區)  

本校備有停車場，請於大門口入口處取票停車  

 

【公車】 

思源路口：棕 12 

自來水博物館：311(永福)，棕 12 

捷運公館站：0 南、1、30、52、74、109、115、207、208、

236、251、252、253、254、278、280、284、290、291、311、

505、510、530、606、626、642、643、644、668、675、676、

907、敦化幹線、指 1、指 2、大有客運(台北-基隆)、新生松江

幹線、景美-榮總(快)、棕 12、綠 11、綠 13 下車後步行約 5-10

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 

請搭乘淡水線往新店方向的列車，在公館站下車，由 4 號出口

出站，順著出口的方向往前走十五公尺有一"得記麵包店",左

轉入羅斯福路 4 段 24 巷,巷底就是汀州路過馬路位於思源街右

方，約步行 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