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戲水應注意之水域場地

水域所在縣市 水域名稱

各縣市 國有林班地野溪防砂壩、潛壩等治理工程上下游相關水域
臺北市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臺北市 古亭河濱公園
臺北市 龍山河濱公園
臺北市 雙園河濱公園
臺北市 華中河濱公園
臺北市 馬場町河濱公園
臺北市 中正河濱公園
臺北市 景美河濱公園
臺北市 萬壽溪
臺北市 臺灣大學醉月湖
臺北市 南湖左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南港公園
臺北市 迎風河濱公園
臺北市 圓山河濱公園
臺北市 大佳河濱公園
臺北市 美堤河濱公園
臺北市 成美左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觀山河濱公園
臺北市 成美右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南湖右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彩虹河濱公園
臺北市 大湖公園
臺北市 碧湖公園
臺北市 大溝溪
臺北市 內溝溪
臺北市 延平河濱公園
臺北市 雙溪河濱公園
臺北市 百齡左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百齡右岸河濱公園
臺北市 外雙溪楓林橋段
臺北市 外雙溪碧溪橋段
臺北市 關渡水岸公園
臺北市 河雙21號河濱公園
臺北市 竹子湖溪
新北市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內洞溪及南勢溪沿岸
新北市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蚋仔溪沿岸、瀑布區
新北市 金瓜寮溪(金瓜寮魚蕨步道)
新北市 山車廣溪、南勢溪及札孔溪匯流處、拉拉溪支流(福巴越嶺國家步道)
新北市 桶後溪(桶後越嶺步道)
新北市 加九寮溪、熊空溪(紅河谷步道)
新北市 南勢溪(哈盆越嶺步道)
新北市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新北市 麟山鼻岬角石滬區一帶釣場（台2線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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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水尾漁港左側一線天景點礁石區
新北市 獅頭山公園中正亭下方步道岬角礁石區
新北市 野柳地質公園（第三區野柳岬含畚箕湖礁石區、第三區瑪伶鳥石後方岩壁礁石區）
新北市 富貴角婚紗廣場右側下方海灘區（台2線24.5K）
新北市 富基漁港港區入口消波塊旁淺灘區（台2線24.8K）
新北市 富貴角老梅溪口出海口處（台2線25.5K）
新北市 海洋世界後方海王星碼頭邊堤
新北市 野柳舊隧道相思燈小凸岬
新北市 水湳洞明隧道下方礁岩
新北市 南雅停車場下方礁岩
新北市 南雅奇岩區
新北市 大鼻尾坪台
新北市 鼻頭西側停車場下方礁岩
新北市 鼻頭外礁
新北市 鼻頭龍洞地質公園
新北市 龍洞三支
新北市 龍洞一支、二支
新北市 火炎山觀光坪
新北市 卯澳鼻、二溝
新北市 馬崗黑毛礁
新北市 馬崗豬哥坪
新北市 萊萊四角堀
新北市 雙溪河口
新北市 林口區西濱公路發電廠段海域
新北市 林口區西濱公路下福與加保村海域
新北市 林口區中福安檢站附近海域
新北市 五股微風運河
新北市 淡水區沙崙海域
新北市 淡水區舟子灣海域
新北市 三芝區芝蘭公園
新北市 三芝區後厝漁港
新北市 三芝區淺水灣停車場
新北市 三芝區古庒村後方
新北市 三芝區海宮造船廠附近
新北市 三芝區新庄村後方
新北市 三芝區淺水灣沙灘車後
新北市 三芝區民主公王廟後方
新北市 三芝區淺水灣海域
新北市 八里區觀海大道
新北市 八里區老榕碉堡
新北市 八里渡船頭
新北市 新店碧潭風景區
新北市 新店碧潭渡船頭
新北市 新店青潭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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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新店區成功湖上游
新北市 新店區成功湖下游
新北市 新店區寶島巷
新北市 新店區上龜山橋(龜岩洞)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下龜山橋(成功湖)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龜岩洞
新北市 新店區燕子湖
新北市 新店碧潭西岸
新北市 新店區新店溪思源橋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新店溪渡船頭
新北市 新店區新店直潭壩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南勢溪上龜山橋下方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阿貴小吃下方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下坑子口攔砂壩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大溪地露營區前水域
新北市 新店區大溪地露營區下游300公尺處
新北市 新店區大溪地露營區上游100公尺處
新北市 坪林區平堵橋附件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合歡露營區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合歡露營區下游100公尺處
新北市 坪林區合歡露營區上游200公尺處
新北市 坪林區坪安潭露營區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虎寮潭露營區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金瓜寮溪自行車步道階梯下方
新北市 坪林區渡南橋下方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黑龍潭露營區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親水公園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親水公園上游150公尺處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灣潭入水口前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大舌湖27號後方300公尺水域
新北市 坪林區灣潭下游200公尺處水域
新北市 深坑區老街中正橋下
新北市 深坑區王軍寮路旁涼亭昇高橋下水域
新北市 烏來區桶后林道3.5公里處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區熱力溫泉發電廠溢流口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區熱力溫泉攬勝橋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迷你谷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國中小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區烏來街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桶後林道11公里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紅河谷沙灘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信賢水壩下方水域
新北市 烏來紅河谷吊橋下方附近水域
新北市 烏來名湯下方附近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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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烏來王牌便當店下方附近水域
新北市 石碇區石碇東街至摸乳巷旁
新北市 石碇區石碇堡旁(雙溪口)
新北市 石碇區雙十道路接近排寮處
新北市 石碇區烏塗村溪底寮旁
新北市 石碇區烏塗村溪頭橋旁
新北市 石碇區中民村十八重溪中南橋前
新北市 石碇區永定村蚯蚓坑和樂橋前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灣潭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小灣潭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青山谷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香蕉湖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天佛寺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十八洞天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忠義煤礦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湊合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金圳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金敏橋下水域
新北市 三峽金龍橋土地公廟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東眼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醒心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東陽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死亡谷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東鹿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鴛鴦谷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清水橋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熊空橋下水域
新北市 三峽竹崙溪竹崙橋下水域
新北市 三峽大豹溪八仙橋水域
新北市 三峽有木國小對面水域
新北市 三峽駱駝潭水域
新北市 鶯歌區鳶山水壩水域
新北市 鶯歌區河濱公園水域
新北市 大漢溪柑園攔沙壩水域
新北市 土城區城林橋下人工湖
新北市 金山區水尾漁港右側沙灘
新北市 金山區水尾一線天岩岸
新北市 金山區磺港漁港旁沙灘
新北市 金山區磺溪出海口兩側沙灘
新北市 金山區中角珠沙灣海域
新北市 金山區中角漁港
新北市 金山區永興漁港
新北市 金山區水尾附近海域
新北市 金山區中角、沙珠灣附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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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平溪區嶺腳瀑布水域
新北市 平溪區十分眼鏡洞
新北市 平溪區十分瀑布水域
新北市 雙溪區清水坑水域
新北市 雙溪區雙溪河魚行村水域
新北市 石門區華隆育樂中心附近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白沙灣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老梅溪口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十八王公廟前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核一廠出水口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麟山鼻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石門洞海域
新北市 石門區海灣新城海域
新北市 貢寮區鼻頭步道下方地質區
新北市 貢寮區龍洞一支下方
新北市 貢寮區大牯石
新北市 貢寮區石碇溪口
新北市 貢寮區舊社沙灘
新北市 貢寮區東興宮前方廣場
新北市 貢寮區鹽寮沙灘
新北市 貢寮區台二線濱海公路85.5k
新北市 貢寮區龍洞灣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萬美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翡翠灣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龜吼漁澳路
新北市 萬里區瑤池宮附近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東澳路附近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駱駝峰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漁港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隧道旁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核二廠進水口
新北市 萬里區核二廠出水口
新北市 萬里區頂寮至核二廠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下寮至頂寮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基隆交界
新北市 萬里區澳底橋附近
新北市 萬里區獅子公園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海巡哨所附近
新北市 萬里區台科大預定地
新北市 萬里區西濱腳踏車步道
新北市 萬里區瑪鋉漁港
新北市 萬里區瑪鋉溪出海口
新北市 萬里區飛行傘降落點
新北市 萬里區翡翠灣夏日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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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萬里區石角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漁澳路2號涼亭
新北市 萬里區東澳九孔池
新北市 萬里區東澳漁港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風景區
新北市 萬里區龜吼安檢所
新北市 萬里區明光碼頭
新北市 萬里區國聖橋
新北市 萬里區台2線46K處
新北市 萬里區海王星遊艇碼頭
新北市 萬里區下寮至金山海域
新北市 萬里區漁澳路3號涼亭
新北市 萬里區台2線36K處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2號碼頭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安檢所
新北市 萬里區核二廠展示館前
新北市 萬里區野柳海洋公園
新北市 萬里區太平洋海灣會館附近
新北市 瑞芳區瑞濱水域附近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水湳洞附近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蝙蝠洞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南雅停車場前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象鼻岩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深澳發電廠出水口海域
新北市 瑞芳區員山子分洪道出水口海域
新北市 瑞芳明墜道前方海域
桃園市 山車廣溪、南勢溪及札孔溪匯流處、拉拉溪支流(福巴越嶺國家步道)
桃園市 新屋區永安漁港南岸
桃園市 大園區彩虹橋
桃園市 復興區霞雲溪流域（桃 112 線）
桃園市 大溪區大漢溪流域（溪洲橋至武嶺橋）
桃園市 大溪區大綸街內桃園大圳
桃園市 (僑愛社區對面大圳 5 號水橋)
桃園市 大園區橫峰村 30 鄰老街溪
桃園市 楊梅區中山北路二段 366 巷水圳
桃園市 大溪區阿姆坪碼頭含東湖碼頭
桃園市 復興區義興發電廠攔砂壩
桃園市 觀音區大堀溪出海口(觀音舊浴場)
臺中市 梧棲漁港
臺中市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十文溪、生態池
臺中市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桃山瀑布、桃山溪
臺中市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天池
臺中市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貯木池
臺中市 裡都溪、蝴蝶谷瀑布(唐麻丹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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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大甲溪(波津加山步道)
臺中市 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臺中市 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臺中市 谷關到麗陽段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谷關神駒谷溪底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天輪電廠下方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頭汴坑溪一江橋附近水域
臺中市 頭汴坑溪蝙蝠洞附近水域
臺中市 頭汴坑溪仙女瀑布附近水域
臺中市 頭汴坑溪靠近護國清涼寺之中埔三、 四號橋下方水域
臺中市 大肚溪(烏溪)出海口麗水漁港水域
臺中市 臺中火力發電廠旁海岸水域
臺中市 臺中港西碼頭水域
臺中市 烏溪、貓羅溪及大里溪等水域
臺中市 大肚溪(高速公路橋下)水域
臺中市 東勢大橋上、下游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沙連溪觀瀛橋附近水域
臺中市 大安溪大峽谷水域〈苗栗縣卓蘭鎮交界處〉
臺中市 龍安橋、天福橋等附近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谷關到麗陽段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谷關神駒谷溪底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天輪電廠下方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石岡水壩集水區水域
臺中市 石岡水壩上、下游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自埤豐橋經大甲溪鐵橋至后豐大橋下游500公尺處之大甲溪水域
臺中市 軟埤仔溪水域自角潭路角潭橋起至豐原大道止
臺中市 葫蘆墩圳水域自大甲溪取水口起至圓環北路止
臺中市 八寶圳水域自大甲溪取水口起至三豐路止
臺中市 大安海水浴場除本府102年7月26日公告限制開放範圍以外之水域
臺中市 東勢區及和平區附近之中嵙溪水域
臺中市 太平區坪林橋至溪洲橋及大里區大里橋附近之大里溪水域
臺中市 西屯區西屯路三段附近筏子溪水域
臺中市 大里區及太平區附近之草湖溪水域
臺中市 東勢區沙連溪新嵙橋附近水域
臺中市 太平區頭汴坑溪北田路3號橋附近水域
臺南市 安平漁港
臺南市 嘉南大圳
臺南市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臺南市 梅嶺蝙蝠洞
臺南市 觀夕平台
臺南市 黃金海岸
臺南市 野溪
臺南市 漁光島
高雄市 前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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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半屏山後巷入口旁之半屏湖
高雄市 雙溪樹木園外之雙溪
高雄市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高雄市 東砂環礁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高雄市 茂林谷瀑布
高雄市 情人谷第二瀑布
高雄市 美雅谷瀑布
高雄市 旗津海岸公園海岸(旗津海水浴場外海域)
高雄市 旗津單車踩風大道海岸
高雄市 西子灣海水浴場外海域(國立中山大學校區附近海岸)
高雄市 鼓山區柴山海岸
高雄市 小港區南星計畫區及港區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中門海堤海岸林園區中門海堤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港埔、港嘴海堤海岸
高雄市 林園西溪、中芸海堤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中芸漁港內海灘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東西汕海堤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汕尾漁港區海岸
高雄市 林園區高屏溪出海口海岸
高雄市 茄萣區海岸復育防風生態公園(茄萣海堤海岸)
高雄市 茄萣濱海公園海岸(崎漏海堤海岸)
高雄市 茄萣興達港區海岸
高雄市 永安區新港海堤(北段)海岸
高雄市 永安區永新港區海岸
高雄市 彌陀區彌陀海堤、漯底海堤海岸
高雄市 彌陀區南寮海堤海岸
高雄市 梓官區赤崁、蚵子寮海堤海岸
高雄市 梓官區蚵子寮漁港
高雄市 梓官區通港路信蚵里海灘
高雄市 楠梓區後勁溪出海口海灘
高雄市 高雄港區
高雄市 左營軍港
高雄市 小港區鳳鼻頭漁港漁港防坡堤
高雄市 美濃區黃蝶翠谷往德旺山莊吊橋下
宜蘭縣 南方澳漁港
宜蘭縣 烏石漁港
宜蘭縣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翠峰湖、多望溪、莫很溪
宜蘭縣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儲木池
宜蘭縣 猴洞坑溪(礁溪跑馬古道)
宜蘭縣 得子口溪(聖母登山步道)
宜蘭縣 松蘿溪(松羅步道)
宜蘭縣 破礑溪(九寮溪自然步道)
宜蘭縣 得子口溪(林美石磐步道)
宜蘭縣 新寮溪(新寮瀑布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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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南澳南溪(南澳古道)
宜蘭縣 松羅湖(松羅湖山徑)
宜蘭縣 加羅湖群(太加縱走山徑)
宜蘭縣 鶯歌石礁岩
宜蘭縣 大掘澳礁岩
宜蘭縣 北關海潮公園下方礁岩
宜蘭縣 內埤海域
宜蘭縣 大溪漁港
宜蘭縣 濱海路四段30號梗枋漁港外海
宜蘭縣 台2線114公里處海域
宜蘭縣 石城漁港北堤
宜蘭縣 桶盤崛漁港
宜蘭縣 梗枋地磅站
宜蘭縣 濱海路125.5km
宜蘭縣 濱海路六段159號對面近海
宜蘭縣 濱海路六段100號左後方海邊
宜蘭縣 大坑南灣後面
宜蘭縣 外澳衝浪區(頭城鎮慶天宮)
宜蘭縣 烏石港北堤
宜蘭縣 濱海路2段
宜蘭縣 竹安溪出海口
宜蘭縣 五峰旗月眉瀑布
宜蘭縣 二龍河-礁溪鄉淇武蘭路170號
宜蘭縣 壯圍鄉大福加油站後方海
宜蘭縣 壯濱路三段340巷45號保安宮後方海域
宜蘭縣 壯圍鄉貓里霧罕橋下游右岸約100公尺處
宜蘭縣 永鎮海邊
宜蘭縣 宜蘭市大福路二段70號前
宜蘭縣 宜蘭河宜蘭橋下游50公尺處
宜蘭縣 美福大排(黎明橋)
宜蘭縣 七張橋下
宜蘭縣 力行抽水站(和睦路240-2號-大排水溝)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湖前路185號
宜蘭縣 員山鄉員山路411號旁蘭陽溪
宜蘭縣 柯林湧泉生態園區
宜蘭縣 安農溪水源橋上游
宜蘭縣 蘭陽溪河濱公園
宜蘭縣 梅花湖風景區(遊客服務中心沿環湖路約200公尺步道處)
宜蘭縣 利澤西路(冬山河支流)
宜蘭縣 利澤簡橋下
宜蘭縣 錦孝橋
宜蘭縣 大閘門
宜蘭縣 新店路124-7號旁河岸
宜蘭縣 冬山河舊河道(生態綠洲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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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河司令台往下游約300公尺離岸5公尺
宜蘭縣 打那岸排水-冬山鄉東五路底
宜蘭縣 豆腐岬風景區
宜蘭縣 南方澳第三魚貨拍賣場旁漁港
宜蘭縣 南寧魚市場旁漁港
宜蘭縣 南方澳內賊灣外海
宜蘭縣 東澳粉鳥林碼頭
宜蘭縣 東澳灣
宜蘭縣 蘇花公路114K海岸線
宜蘭縣 武荖坑風景區
宜蘭縣 金岳瀑布(金岳村山區1.5 公里處)
宜蘭縣 南澳溪出海口
宜蘭縣 海岸路海邊往海蝕洞附近
宜蘭縣 朝陽漁港
宜蘭縣 碧候村南澳北溪
宜蘭縣 大里漁港
新竹縣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
新竹縣 薩克亞金溪暨支流(霞喀羅國家步道)
新竹縣 石磊溪、馬里光瀑布(馬里光瀑布步道)
新竹縣 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新竹縣 北埔冷泉區
新竹縣 內灣雞油樹下水域
新竹縣 新月沙灣
新竹縣 新豐鄉紅樹林水域
新竹縣 北埔鄉北埔冷泉
新竹縣 尖石鄉馬胎舊檢查哨上游
新竹縣 關西鎮東安橋下
新竹縣 關西鎮渡船頭橋下
新竹縣 新埔鎮寶石橋附近
新竹縣 橫山鄉內灣村吊橋下
新竹縣 五峰鄉清泉橋下
新竹縣 竹東鎮上坪溪流域
新竹縣 峨眉鄉大埔水庫
新竹縣 頭前溪流域
新竹縣 竹北市拔子窟附近水域
苗栗縣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
苗栗縣 馬達拉溪(大霸尖山登山步道)
苗栗縣 汶水溪(鳥嘴山登山步道)
苗栗縣 風美溪(加里山登山步道)
苗栗縣 打比厝溪(冬瓜山登山步道)
苗栗縣 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苗栗縣 後龍溪龜山橋段
苗栗縣 後龍溪新東橋段
苗栗縣 後龍溪苗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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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後龍溪模型飛機場段
苗栗縣 後龍溪體育場段
苗栗縣 後龍溪新局預定地段
苗栗縣 後龍溪流域出礦坑國光橋兩側
苗栗縣 大坑村客陶窯旁溪圳
苗栗縣 後龍溪流域尖山村新東大橋橋下
苗栗縣 竹森村情人橋
苗栗縣 興隆村興隆橋下
苗栗縣 銅鑼村客屬大橋下
苗栗縣 盛隆村珠湖橋下
苗栗縣 盛隆村八燕坑橋下
苗栗縣 新隆村麻園橋下
苗栗縣 龍騰村水載下水域
苗栗縣 西湖渡假村德興池
苗栗縣 鯉魚潭村忘情谷水域
苗栗縣 鯉魚潭水庫下游攔沙壩(景山溪)及其下游
苗栗縣 老田寮溪流域
苗栗縣 明德村明德水庫碼頭
苗栗縣 明德村永春宮
苗栗縣 青草駐在所
苗栗縣 龍鳳港北岸
苗栗縣 假日之森出海口
苗栗縣 中港溪出海口
苗栗縣 五福大橋下
苗栗縣 龍舟碼頭
苗栗縣 平興村大埤
苗栗縣 大龍村劍潭水庫
苗栗縣 龍昇村大潭
苗栗縣 朝陽村造橋自然運動公園河堤邊
苗栗縣 水尾河堤北下船點(成功海釣場附近)
苗栗縣 水尾河堤南下船點(東龍海釣場附近)
苗栗縣 水尾河堤哨所旁
苗栗縣 福寧安檢站前
苗栗縣 海寶里西濱橋下安檢站前
苗栗縣 外埔漁港北堤入口
苗栗縣 外埔漁港入口
苗栗縣 外埔漁港南端
苗栗縣 豐富里北勢大橋下
苗栗縣 後龍溪出海口
苗栗縣 後龍大橋北端
苗栗縣 溪州里西濱橋下
苗栗縣 龍津里西濱橋下
苗栗縣 二湖村4鄰與後龍鎮交界處西湖溪水域
苗栗縣 三湖村飛龍橋至西湖橋西湖溪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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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金獅村龍洞溪愛水公園水域
苗栗縣 五湖村德龍橋至畜產所前西湖溪水域
苗栗縣 四湖村龍壽橋至高鐵橋下西湖溪水域
苗栗縣 通霄漁港北方海域
苗栗縣 通霄秋茂園後方海域
苗栗縣 通霄發電廠後方海域
苗栗縣 通霄橋下南方海域
苗栗縣 通霄新埔漁港海域
苗栗縣 通霄白沙漁港海域
苗栗縣 苑裡安檢站旁
苗栗縣 出水救生站
苗栗縣 苑港觀海樓
苗栗縣 苑港安檢站
苗栗縣 中港溪漢林農莊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三好竹業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牛欄肚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雞心壩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新明營造廠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東興大橋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尖山大橋上游流域
苗栗縣 中港溪尖山大橋下游流域
苗栗縣 永和山水庫出水口流域
苗栗縣 羅江埤水域
苗栗縣 三和大橋
苗栗縣 三灣大橋
苗栗縣 平安大橋
苗栗縣 中港溪大橋
苗栗縣 水頭屋大橋
苗栗縣 田美村菜堂下永興吊橋
苗栗縣 獅山村龍門口隧道旁田美大橋
苗栗縣 東河村三角湖左側
苗栗縣 南江村福德大橋
苗栗縣 南江村青山好水露營區
苗栗縣 南江村好地方露營區
苗栗縣 永興村永興一橋水潭
苗栗縣 永興村上大窩永善橋下
苗栗縣 永興村親水公園
苗栗縣 竹木村汶水河潭
苗栗縣 新店村新鳳橋（親水公園）
苗栗縣 法雲寺段（富興村彼岸橋）
苗栗縣 恭敬橋段（富興村恭敬橋）
苗栗縣 王爺潭三王公段（大湖農工入口橋下）
苗栗縣 靜湖村橫坑段
苗栗縣 靜湖村香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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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大南村麻竹窩段
苗栗縣 大安溪蘭勢橋
苗栗縣 大安溪白布帆大橋
苗栗縣 老庄溪長青谷
苗栗縣 錦水村龍安橋旁
苗栗縣 錦水村虎山橋旁
苗栗縣 錦水村水雲瀑布旁
苗栗縣 八卦村八卦1鄰觀魚亭
苗栗縣 士林村士林水壩
苗栗縣 象鼻村象鼻大橋
苗栗縣 象鼻村麻比浩溪橋
苗栗縣 梅園村梅象大橋
彰化縣 坑內坑步道旁野溪
彰化縣 伸港鄉什股海域
彰化縣 線西鄉肉粽角海域
彰化縣 鹿港鎮彰濱工業區臨時碼頭
彰化縣 鹿港鎮彰濱工業區內海西南岸
彰化縣 芳苑鄉王功漁港燈塔旁蚵道入口處
南投縣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萬大溪支流(腦寮溪、清水溪、瑪谷溪)、台電調整池
南投縣 三疊瀑布(能高越嶺道西段)
南投縣 桃米溪(澀水森林步道)
南投縣 鯉魚潭(鯉魚潭森林步道)
南投縣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南投縣 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南投縣 能高瀑布沉砂池
南投縣 大湳倒虹溪出口
南投縣 加走寮溪
南投縣 (杉林溪森林遊樂區以下河段)
南投縣 街尾圳、大坑圳
南投縣 東埔蚋溪
南投縣 德興瀑布
南投縣 清水溝排水
南投縣 水長流溪
南投縣 平林溪
雲林縣 二崙步道觀湖平台旁人工湖
雲林縣 龍過脈步道旁野溪
雲林縣 三條崙海水浴場親水公園
雲林縣 古坑萬年峽谷
嘉義縣 嘉南大圳
嘉義縣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姊潭、妹潭
嘉義縣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人工濕地
嘉義縣 石夢谷步道之瀑布及水潭
嘉義縣 特富野古道之野溪
嘉義縣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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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青雲瀑布
嘉義縣 三疊溪
屏東縣 東港鹽埔漁港
屏東縣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水生植物池
屏東縣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內文溪
屏東縣 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生態池、蓮花池
屏東縣 里龍山步道竹坑路段水域
屏東縣 大津瀑布(尾寮山步道)
屏東縣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屏東縣 牛角灣溪涼山瀑布
屏東縣 撒拉灣瀑布
屏東縣 神山瀑布
屏東縣 大鵬灣風景區水域
屏東縣 青洲樂園海域
屏東縣 東港溪東港橋下水域
屏東縣 鎮海公園海域
屏東縣 荖濃溪沿岸
屏東縣 各農田盜採砂石水塘
屏東縣 隘寮溪沿岸
屏東縣 高屏溪沿岸
屏東縣 涼山第一、二瀑布水域
屏東縣 隘寮溪三地門大橋及舊吊橋段
屏東縣 海神宮遊樂區水域
屏東縣 墾丁小灣海域
屏東縣 南灣海域
屏東縣 白沙灣海域
屏東縣 龍鑾潭水域
屏東縣 核三廠出水口
屏東縣 船帆石海域
屏東縣 後壁湖海域
屏東縣 紅柴坑海域
屏東縣 後彎海域
屏東縣 枋寮漁港水域
屏東縣 杉福村海域
屏東縣 霧台神山瀑布
屏東縣 琉球大福溪
臺東縣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知本溪
臺東縣 嘉明湖(嘉明湖國家步道)
臺東縣 大武溪(浸水營步道東段)
臺東縣 新港北溪(麻荖漏步道)
臺東縣 知本林道之瀑布
臺東縣 台東市卑南大圳
臺東縣 台東市大同路海濱公園堤防附近海域
臺東縣 台東市中華大橋下卑南溪出海口南、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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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台東市琵琶湖（防風林內）
臺東縣 台東市小野柳觀光區及附近防波堤
臺東縣 台東市富岡漁港
臺東縣 台東市立游泳池北端溪流口
臺東縣 台東市南海路第一公墓附近
臺東縣 台東市卑南大溪河堤堤防
臺東縣 台東市人工湖
臺東縣 杉源海水浴場
臺東縣 杉源海水浴場旁南北端
臺東縣 台東市傑地爾遊樂區海邊與夢幻湖
臺東縣 台東市大南橋橋下南段水利圳溝
臺東縣 卑南鄉內溫泉知本森林遊樂區水域
臺東縣 卑南鄉岩灣職訓所後方卑南大溪
臺東縣 卑南鄉志航路台東大橋下方
臺東縣 卑南鄉更生北路之卑南大圳
臺東縣 卑南鄉利吉大橋西方靠岩灣處
臺東縣 知本圳沈砂池
臺東縣 射馬干圳沈砂池
臺東縣 射馬干圳進水口
臺東縣 卑南鄉利吉村（糖廠）前卑南大溪
臺東縣 卑南鄉十鼓山上大蓄水池（檳榔村）
臺東縣 卑南鄉山里火車站前卑南大溪
臺東縣 卑南鄉鹿鳴橋下方（舊橋）
臺東縣 卑南鄉嘉豐村一鄰堤防下方
臺東縣 卑南鄉東興村大南橋下方
臺東縣 卑南鄉東興村往大南橋發電廠路旁（自來水飲水圳）
臺東縣 卑南上圳進水口
臺東縣 十股調整池
臺東縣 大南圳沈砂池
臺東縣 利家圳進水口
臺東縣 大南圳進水口
臺東縣 卑南大圳沈砂池
臺東縣 卑南大圳進水口
臺東縣 利家圳沈砂池
臺東縣 綠島鄉中寮港口
臺東縣 綠島鄉南寮漁港北方浮潛區
臺東縣 綠島鄉大白沙浮潛區
臺東縣 綠島鄉柚仔湖右屠區
臺東縣 綠島鄉公館綠洲山莊前海域
臺東縣 綠島鄉海底溫泉區
臺東縣 綠島鄉公館港口區
臺東縣 綠島鄉柴口潛水區
臺東縣 綠島鄉南寮港口
臺東縣 蘭嶼鄉開元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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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蘭嶼鄉郎島漁港
臺東縣 蘭嶼鄉母雞岩海域
臺東縣 蘭嶼鄉東清灣海域
臺東縣 蘭嶼鄉野銀冷泉浮淺區
臺東縣 蘭嶼鄉龍門碼頭
臺東縣 太麻里鄉美和圳沈砂池
臺東縣 太麻里鄉美和村知本溪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美和漁駐所旁
臺東縣 太麻里鄉三和漁駐所旁
臺東縣 太麻里鄉新香蘭漁駐所旁
臺東縣 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海邊
臺東縣 太麻里鄉金崙村溫泉吊橋下
臺東縣 太麻里鄉金崙溪北邊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金崙溪南邊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多良村大竹溪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多良村大溪出海口附近水域
臺東縣 太麻里鄉北太麻里溪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南太麻里溪出海口
臺東縣 太麻里鄉北里舊海防班哨旁
臺東縣 太麻里鄉泰和公墓往海邊路口
臺東縣 關山鎮水源路大圳
臺東縣 關山鎮示範公墓旁大圳
臺東縣 關山鎮電光大橋北堤防
臺東縣 關山鎮紅石大圳
臺東縣 關山鎮電光大橋南堤防
臺東縣 關山鎮月眉堤防
臺東縣 池上圳沈砂池
臺東縣 池上圳進水口
臺東縣 池上鄉大坡溪
臺東縣 池上鄉大波池周圍
臺東縣 池上大橋堤防
臺東縣 池上鄉新興溪
臺東縣 池上鄉富興溪
臺東縣 池上鄉泥水溪
臺東縣 池上鄉文田橋旁
臺東縣 關山大圳進水口(83-88為海端分隊轄區)
臺東縣 關山圳沈砂池
臺東縣 海端鄉初來檢查哨進入一千公尺右側
臺東縣 海端鄉錦屏水圳
臺東縣 海端鄉錦屏堤防
臺東縣 海端鄉新武橋兩端橋頭
臺東縣 鹿野鄉鹿寮溪
臺東縣 鹿野鄉寶華橋（入口）
臺東縣 鹿野鄉后湖卑南溪入口（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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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鹿野大圳武陵社區
臺東縣 鹿野大圳進水口
臺東縣 鹿野圳馬背調整池
臺東縣 延平鄉武陵橋（入口）
臺東縣 延平鄉紅葉溫泉（入口）
臺東縣 延平鄉鷥山橋西側（入口）
臺東縣 延平鄉鹿鳴橋（入口）兩側
臺東縣 成功鎮小馬海邊
臺東縣 成功鎮東河溪口海邊
臺東縣 成功鎮半屏橋旁
臺東縣 成功鎮都歷公墓往海邊
臺東縣 成功鎮成功漁港港區
臺東縣 成功鎮海濱公園
臺東縣 成功鎮基暈海邊
臺東縣 成功鎮三仙台保護區海邊
臺東縣 成功鎮嘉平福德橋旁
臺東縣 成功鎮白守蓮堤防北邊
臺東縣 成功鎮嘉平站牌前
臺東縣 成功鎮小港漁港港區
臺東縣 成功鎮石雨傘附近海岸
臺東縣 成功鎮重安都威橋溪旁
臺東縣 成功鎮白守蓮過三仙橋旁
臺東縣 成功鎮重安公墓旁
臺東縣 成功鎮都歷水無橋旁
臺東縣 成功鎮宜灣至界橋海岸
臺東縣 成功鎮嘉平瀧乃橋旁
臺東縣 成功鎮麒麟舊垃圾場旁
臺東縣 成功鎮麒麟九孔池旁
臺東縣 成功鎮白守蓮堤防南邊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休息區下方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七里橋下方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泰源村南溪新部落中興橋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泰源國下方南溪溪邊
臺東縣 東河鄉泰源國小左側下方南溪溪邊
臺東縣 東河鄉泰源村桃源山莊後方河堤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新東河橋下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路海堤防波塊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砂石拌合場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港入口處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港左右兩側防波堤
臺東縣 東河鄉金樽港出海口燈塔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興昌村海防哨附近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都蘭村公墓海邊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新橋休息站附近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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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東河鄉漁澳車站附近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新東河橋下方河口附近
臺東縣 東河鄉新蘭休息站附近海邊
臺東縣 東河鄉新蘭漁港防波堤
臺東縣 長濱鄉烏石鼻漁港
臺東縣 長濱鄉白桑安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竹湖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長濱漁港
臺東縣 長濱鄉長光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真柄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八仙洞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水母丁溪
臺東縣 長濱鄉齒草橋海灘
臺東縣 長濱鄉大俱來海灘
臺東縣 長濱大圳進水口
臺東縣 萬朝圳進水口
臺東縣 石山圳進水口
臺東縣 大武鄉金龍湖
臺東縣 大武鄉尚武漁港
臺東縣 大武鄉大武溪
臺東縣 達仁鄉安朔溪
花蓮縣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月池、蓄水池
花蓮縣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瀑布區、富源溪
花蓮縣 撒固兒瀑布(撒固兒步道)
花蓮縣 拉庫拉庫溪(八通關越道-鹿鳴吊橋段)
花蓮縣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花蓮縣 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花蓮縣 立霧溪
花蓮縣 三棧溪
花蓮縣 七星潭
花蓮縣 美崙溪
花蓮縣 花蓮溪出海口
花蓮縣 國姓廟出海口
花蓮縣 水源地
花蓮縣 木瓜溪
花蓮縣 豐濱海域
花蓮縣 磯崎海域
花蓮縣 芭崎海域
花蓮縣 鹽寮海域
花蓮縣 石梯坪
花蓮縣 萬里溪
花蓮縣 鯉魚潭
花蓮縣 崇德海域
花蓮縣 慕谷慕魚

第 18 頁，共 21 頁



學生戲水應注意之水域場地

水域所在縣市 水域名稱

基隆市 八斗子漁港
基隆市 正濱漁港
基隆市 外木山大武崙澳底沙灘
基隆市 石公潭水域
基隆市 和平島濱海公園
基隆市 碧砂漁港
基隆市 水源橋下
基隆市 基隆河流域
基隆市 友蚋溪
基隆市 海大蓄木池
基隆市 海大工學院後方
基隆市 長潭里垃圾場防波堤
基隆市 外木山海興游泳池
新竹市 新竹漁港
新竹市 頭前溪沿岸
新竹市 客雅溪沿岸(竹香南路、竹香北路)
新竹市 南寮漁港
新竹市 南寮舊港
新竹市 風情海岸沙灘、看海公園沙灘
新竹市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2號(公園麗池)
新竹市 青草湖
新竹市 金城湖
嘉義市 阿里山林業村園區杉池
嘉義市 牛稠溪區域河床兩岸
嘉義市 八掌溪區域河床兩岸
嘉義市 蘭潭水庫
澎湖縣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澎湖縣 風櫃洞周邊水域
澎湖縣 山水沙灘水域
澎湖縣 嵵裡沙灘水域
澎湖縣 林投沙灘水域
澎湖縣 龍門後灣濱海休憩區周邊水域
澎湖縣 菓葉觀日樓周邊水域
澎湖縣 北寮奎壁山地質公園周邊水域
澎湖縣 漁翁島遊客中心周邊水域
澎湖縣 小門鯨魚洞周邊水域
澎湖縣 內垵塔公塔婆周邊水域
澎湖縣 內垵遊憩區周邊水域
澎湖縣 桶盤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虎井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中屯風力園區周邊水域
澎湖縣 岐頭遊客中心、親水公園、地景公園周邊水域
澎湖縣 後寮濱海休憩區周邊水域
澎湖縣 員貝嶼周邊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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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鳥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吉貝沙尾、西崁山周邊水域
澎湖縣 險礁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姑婆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目斗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網垵口沙灘水域
澎湖縣 鴛鴦窟周邊水域
澎湖縣 將軍澳及船帆嶼周邊水域
澎湖縣 望夫石周邊水域
澎湖縣 月鯉灣周邊水域
澎湖縣 大獅龍埕周邊水域
澎湖縣 小台灣周邊水域
澎湖縣 雙心石滬周邊水域
澎湖縣 牛母坪周邊水域
澎湖縣 大灣周邊水域
澎湖縣 山水沙灘
金門縣 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水域
金門縣 榮湖
金門縣 莒光湖
金門縣 峰上(近海)
金門縣 后豐港(近海)
金門縣 雄獅堡(近海)
金門縣 82據點(近海)
金門縣 田埔水庫
金門縣 古崗湖
金門縣 慈湖
金門縣 太湖
金門縣 山外溪
金門縣 復國墩漁港(近海)
金門縣 金沙水庫
金門縣 田埔海邊
金門縣 蘭湖
金門縣 溪邊海水浴場(近海)
金門縣 陵水湖
金門縣 西湖
金門縣 清遠湖
金門縣 金城海濱休閒公園(近海)
金門縣 貓公石海岸(近海)
金門縣 東崗(近海)
金門縣 歐厝(近海)
金門縣 泗湖
連江縣 北竿鄉坂里沙灘
連江縣 介壽澳口
連江縣 白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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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 福澳港
連江縣 坂里海域
連江縣 仁愛海域
連江縣 青帆港
連江縣 東引海域
連江縣 福正沙灘

備註：以上資料由中央相關部會及各縣市政府提供，如有需增加提醒學生之水域場地，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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