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初評結果 

初評結果 河川局 縣市 社區名稱 

具優等資格 

社區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礁溪鄉玉田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桃園區春日愛鄉展望協會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八德區瑞德里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大園區溪海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大里區健民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太平區中興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后里區義里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后里區義德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南屯區鎮平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霧峰區五福里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二林鎮華崙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虎尾鎮埒內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土庫鎮埤腳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大埤鄉興安村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大埤鄉西鎮村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布袋鎮東港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仁德區二行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安南區公親里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安南區塩田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後壁區新嘉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柳營區八翁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將軍區廣山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大社區中里林仔邊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永安區新港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仁武區中華社區發展協會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九如鄉玉水社區發展協會 



初評結果 河川局 縣市 社區名稱 

具優等資格 

社區 

第八河川局 臺東縣 卑南鄉溫泉社區發展協會 

第九河川局 花蓮縣 吉安鄉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第十河川局 基隆市 安樂區武崙里 

甲等社區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蘇澳鎮蘇北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宜蘭市北津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礁溪鄉時潮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中壢區石頭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中壢區健行里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桃園區大林里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蘆竹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烏日區湖日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大里區塗城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大里區仁化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太平區太平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后里區聯合里 

第三河川局 南投縣 南投市大埤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鹿港鎮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鹿港鎮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斗六市龍潭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臺西鄉溪頂村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北港鎮南安里 

第五河川局 嘉義市 東區後湖里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新港鄉南崙村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東石鄉洲仔村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永康區三民里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安南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麻豆區埤頭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楠梓區清豐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湖內區太爺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美濃區瀰濃社區發展協會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林邊鄉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初評結果 河川局 縣市 社區名稱 

甲等社區 

第八河川局 臺東縣 臺東市光明里 

第八河川局 金門縣 金湖鎮新市社區發展協會 

第九河川局 花蓮縣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第十河川局 臺北市 內湖區大湖里 

特殊貢獻獎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壯圍鄉美福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壯圍鄉大福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羅東鎮新群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中壢區永福愛鄉土成長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苗栗縣 苑裡鎮山腳里 

第二河川局 苗栗縣 後龍鎮水尾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大雅區橫山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沙鹿區斗抵里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清水區臨江里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埔鹽鄉埔南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芳苑鄉漢寶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大城鄉潭墘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虎尾鎮穎川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口湖鄉謝厝村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民雄鄉雙福村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佳里區漳洲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鼓山區厚生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楠梓區下鹽田社區發展協會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萬丹鄉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佳冬鄉羌園社區發展協會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車城鄉射寮社區發展協會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五股區成泰里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新莊區光明里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淡水區民生里 

其他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壯圍鄉古亭村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壯圍鄉新社村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壯圍鄉新南村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五結鄉季新社區發展協會 



初評結果 河川局 縣市 社區名稱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五結鄉大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蘇澳鎮長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礁溪鄉玉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礁溪鄉二龍社區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頭城鎮竹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冬山鄉三奇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河川局 新竹縣 竹北市白地里 

第二河川局 新竹縣 竹北市北崙里 

第二河川局 新竹縣 竹北市新港里 

第二河川局 苗栗縣 苑裡鎮舊社里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芳苑鄉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芳苑鄉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芳苑鄉崙腳社區發展協會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大城鄉西港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斗六市榴南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斗六市榴中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虎尾鎮平和里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西螺鎮埤頭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麥寮鄉中興村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麥寮鄉三盛村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臺西鄉三姓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水林鄉瓊埔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嘉義市 西區新厝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嘉義市 西區榮檜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嘉義市 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布袋鎮新岑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布袋鎮岑海里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大內區石城里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安南區原佃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梓官區典寶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旗山區大德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旗山區東平里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田寮區西德社區發展協會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大樹區久堂社區發展協會 



初評結果 河川局 縣市 社區名稱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湖內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第八河川局 臺東縣 臺東市新園社區發展協會 

第八河川局 臺東縣 臺東市豐田里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汐止區中興里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新店區廣興里 

第十河川局 臺北市 大同區光能里 

第十河川局 臺北市 中山區江山里 



「109 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初評結果統計表 

河川局 縣市 
初評社區 

總數 

初評結果 

具優等資格 甲等 特殊貢獻獎 其他 

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 17 1 3 3 10 

第二河川局 桃園市 8 3 4 1 0 

第二河川局 新竹市 0 0 0 0 0 

第二河川局 新竹縣 3 0 0 0 3 

第二河川局 苗栗縣 3 0 0 2 1 

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 14 6 5 3 0 

第三河川局 南投縣 1 0 1 0 0 

第四河川局 彰化縣 10 1 2 3 4 

第五河川局 雲林縣 17 4 3 2 8 

第五河川局 嘉義市 4 0 1 0 3 

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 6 1 2 1 2 

第六河川局 臺南市 12 6 3 1 2 

第六河川局 高雄市 16 4 3 2 7 

第七河川局 屏東縣 5 1 1 3 0 

第七河川局 澎湖縣 0 0 0 0 0 

第八河川局 臺東縣 4 1 1 0 2 

第八河川局 金門縣 1 0 1 0 0 

第九河川局 花蓮縣 2 1 1 0 0 

第十河川局 新北市 5 0 0 3 2 

第十河川局 臺北市 3 0 1 0 2 

第十河川局 基隆市 1 1 0 0 0 

合計 132 處 30處 32處 24處 46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