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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災區重生聯盟成立宗旨

三、重建工作推動之課題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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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推動進度與工作紀實

五、學界協力重建整合推動計畫





4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
颱風累積總雨量高達
2,686毫米，不到3天下
了一整年的雨量

高屏地區受災情形空前
慘重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累計最大降雨量：
2,965mm(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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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前身

八八水災發生之後，中山大學積極整合南部各校投入緊急救難

工作。在楊弘敦校長領導之下，於中山大學成立「88災區重生

後援委員會」，希望不只是現階段動員急難救災，更要展望未

來，在災後的家園重建、輔導等各方面，能夠必貢獻所長、給

予協助，以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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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成立宗旨

國立中山大學發起號召高屏地區

26所大專校院，統合在地學界的

整體能量所組成

提供資訊與資源共享的平台，整

合在地資訊與學界資源，作為政

府重建具輔助功能的協力組織

旨於統合就近災區的學界資源，

培養與累積重建的專業與服務能

量，深耕地方、善盡社會責任

http://www2.nsysu.edu.tw/88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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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大專校院８８災區重生聯盟

聯盟秘書處

負責學校：中山大學 秘書長：吳濟華教授

聯盟總召集人：中山大學 楊弘敦校長

公共建設小組 生活重建小組 社區重建小組 產業重建小組

召集學校：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參與學校：國立中

山大學、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國

立高雄大學、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義

守大學、高苑科技

大學

召集學校：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參與學校：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義

守大學、東方技術

學院

召集學校：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參與學校：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

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高雄市立

空中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和春

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實踐

大學、東方技術學院、高美醫護

管理專校、樹人醫護管理專校、

義守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慈惠醫護管理專校、美和技

術學院

召集學校：屏東科

技大學、實踐大學

參與學校：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學

院、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國立屏東商

業技術學院、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慈惠醫護管

理專校

召集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參與學校：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實踐大學、義

守大學、樹德科技大

學、高苑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國土規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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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近支持，深耕地方』推動方針
災區重建工程千頭萬緒，南部大專校院本具備各領域之專業人才、
研究能量、課程與志工資源，並散布南部各區域，應就近整備資源、
提供重建協助，深耕地方、永續發展

二、『盡其所能，回饋奉獻』行動理念
聯盟定調為開放式的軟性組織，歡迎聯盟26校根據各校專長、條件，
就能力可及範圍協助重建工作，盡其所能、回饋社會

三、『平台累積能量，整合資源綜效』發展方向
整建聯盟平台各校資源與重建專業，透由五大工作分組積極推動，
結合中央與地方支持，力求重建資源整合綜效

四、『累積重建經驗，社會良性對話』溝通原則
災區難再承受二次災害，藉此次投入在地學校未雨綢繆，透過參與
累積經驗與知識，並與社會保持友善互動，促進災後良性社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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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八八水災災後重建
整合型研究計畫

家園重建種籽師資
輔導及智工團培訓計畫

『希望拼圖 ‧ 再造夢土』
藝文心靈陪伴計畫

高屏地區跨校聯合災後
心靈重建關懷行動計畫

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
上位計畫擬定與整合

中央部會及地方
重建政策規劃與展開

中央及地方細部計畫
執行、委外與實施

八八聯盟：

中山大學、

各組召集與

參與學校

『傳承‧接棒』災後重建
研討會及座談活動

政策
建議

研討
刊物

研討
活動

八八重
生聯盟

教育部

國科會
分組
會議

網站
平台

聯盟工
作會議

災民需求調查與
災區資訊更新傳遞計畫

高屏地區大專校院產業
輔導人才庫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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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八八重生聯盟成立大會暨啟動儀式 (2009/9/15)
人員：重建會陳振川副執行長、行政院南服中心羅世雄執行長、

楊秋興縣長、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其餘26所大學校長
主題：八八重生聯盟第一次工作會議 (2009/9/15)
人員：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等26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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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民眾日報、青年日報、雅虎奇摩新聞等(2009/9/16)

http://www2.nsysu.edu.tw/88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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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國立中山大學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 (2010/3/3)
人員：楊弘敦校長及其他中山大學一級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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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自由參觀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10：00至17：00 （週一休館）
時間 演出名稱 演出者 地點

04.10 (六)－05.02 (日) 《風吹達瓦蘭》三地門部落藝術家聯展
三地門部落藝術家

蔣公行館

(4月10日下午16:30開
幕茶會)

Tavalan 西灣藝廊

FILM FESTIVAL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索票入場 4月6日 （二）起開放索票
時間 演出名稱 演出者 地點

04.21 (三)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彩虹的故事》

蔣公行館
14:00 - 15:40 2010 Taiwa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大人沒說的事》

04.22 (四) Film Festival 《划大船》

14:00 - 15:40 《峇里島女巫師》
《哈馬撒之舞》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dm-2.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dm-2.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dm-2.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dm-2.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dm-2.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0421.jpg
http://www.artcenter.nsysu.edu.tw/2010sunshine/News/04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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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大師講座
時間 演出名稱 演講者 地點

05.10 (一) 16:30 原來如此，那山那海那神話 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
逸仙館索票入場 Taiwanese Indigenous Cultural Myth Pasuya Poiconu 

4月27日 （二）起開放索票

CONCERT 音樂
時間 演出名稱 演出者 地點

08.08 (日) 19:30 

2010原住民八八風災紀念音樂會
天主教霧台魯凱族禮樂合唱團

逸仙館自由入場 布農族野地獵人合唱團
排灣族南大武山合唱團

DANCE 舞蹈
時間 演出名稱 演出者 地點

04.24 (六) 19:30 原舞者2010春季巡演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售票入場 《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The Formosa Indigenous Dance 

Foundation of Culture and Art 
逸仙館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中山大學藝文中心結合中山30週年慶祝活動，舉辦一系列
原住民活動如講座、藝文表演與民族誌影展等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x0fZA09nGclkjVk5kWT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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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與全球暖化衝擊之
下，八八水災以來全球各地
災難頻繁不斷

天人共存已成為21世紀人類
的共同課題，大學投入防救
災、重建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青海震災(2010.4.14)海地震災(2010.1.2)智利海嘯(2010.2.27)

冰
島
火
山
爆
發(2

0
1
0
.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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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8/8 和春技術學院自98/8/8-99/1/31針對學生、家長及教師共150人進行心理諮商輔導。

2009/8/11 實踐大學師生12人協助旗山社福館清理整建環境。

2009/8/12

實踐大學為關懷此次八八水災位於高雄縣內各鄉鎮之災損嚴重，特發起全校同仁樂捐做為賑災
之用，於一日之內募得新台幣壹百萬元整，於98年8月12日早上10點於旗山鎮公所由校長謝宗
興代表實踐大學致贈，由旗山鎮鎮長林義迪代表接受；另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雖受風災影響不大，
以位處災區，感同身受，由副校長丁斌首發動高雄校區同仁、同學於旗山鎮擔任志工、義工工
作，並特別自台南租借山貓鏟裝機及貨車各一部，協助災區重建工作。

2009/8/13 實踐大學師生58人協助旗山鎮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3
樹德科技大學校長率領副校長、學務長、生輔組長及進修部學務組長等重要主管，親赴高雄、
屏東等縣勘災，訪視受災嚴重學生家庭九戶，各致贈急難慰問金一萬元。

2009/8/13
響應教育部「大專青年重整校園送愛計畫」，中山大學已認養高雄地區壽山國小、陽明國小、
大同國小、壽山國中、鹽埕國中五所學校，希望為這片土地盡心力的青年學子們一起投入第一
線，協助重整校園與課輔、心理諮商工作，協助小朋友，找回上學的路。

2009/8/14 實踐大學師生204人協助旗山鎮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4 覃桂昌教官帶領五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尾國小災後復原及消毒工作。

2009/8/14

莫拉克颱風侵襲，重創南台灣，各地陸續傳出災情，許多沿海地區更成了水鄉澤國，受災民眾
急需救援協助。為此，義守大學師生與義大醫院的醫護人員皆全力投入救災活動。義大醫院則
從8月11日清晨起便持續派出醫護人員進駐那瑪夏鄉、內門鄉、旗山鎮，直接進入災區協助救
援工作。義守大學師生31人協助大樹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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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8/1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助理志工4人，學生志工7人配合教育部執行大學協助災區國民中小學
重建校園計畫，前往屏東縣泰武國小協助整理校園環境。

2009/8/15 實踐大學師生468人協助旗山鎮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5
8/15中山大學EMBA發起「南北會串上下一條心義賣募款活動」，集合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貴賓及200餘EMBA北高兩地在校生，眾人發揮團隊力量主動提供義賣商品募款，包含義賣所得
及各項捐款共募集152萬6,700元，希望盡一己心力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2009/8/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志工24人協助佳冬鄉大同村及林邊國小整理環境。

2009/8/16 實踐大學師生337人協助旗山鎮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6 義守大學志工9人協助屏東內獅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2009/8/17

莫拉克颱風造成屏東沿海、山區受災嚴重地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召集校內相關專長教師全力
協助救災工作。校方指出，日前已由土木系、水土保持系等10位教師率領10多名研究生，前往
災區進行勘查，並協助判讀災區救援相關圖層，提供地區災情研判及搶險搶災建議；屏科大師
生也陸續返校加入志工行列，前往泰武國小等部落學校進行災後重整工作。

2009/8/17
文藻外語學院師生走出校園，用實際行動守護台灣。陳美華副校長親率主管，前往災區探視慰
問文藻受災生，該校也組成志工隊協助高雄縣橋頭鄉仕隆國小受災學校重整校園。

2009/8/17 實踐大學師生52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7

1.生輔組校安人員許欽基帶領十八名志工教師、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金竹國小災後復原工
作。 2.傅靜宜教官帶領十一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山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災民服
務工作。 3.前生輔組長沙永強教官主動返校擔任志工並帶領五名志工學生協助高雄縣（旗山
鎮）社服中心實施災民心輔及重建工作(協助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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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8/17 義守大學職員及志工8人協助港浦國小及觀音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2009/8/18
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的懿馨社、紅十字救傷隊及春暉社等服務性社團等20位高科大熱血青
年自動報名組成的「高科大志願服務團」，於8月18日(星期二)前往高雄縣美濃鎮吉洋國小與龍
肚國中協助兩校復建校園，展開為期三天的志願服務。

2009/8/1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生3人進入高屏地區受災地區協助整理環境。

2009/8/18 實踐大學師生46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8 1.王世君教官帶領十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山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災民服務工作。

2009/8/1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生7人進入高屏地區受災地區協助整理環境。

2009/8/19 實踐大學師生50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19

於98年8月11日起陸續投入88水災社會服務活動，由本校郭詩憲、鍾坤桂、蕭龍生、林豔枝、
葉金麟、程紋貞老師等，帶領約52學生投入救災活動，範圍包括六龜、旗山、大樹鄉佛光山、
潮寮國中、內埔農工災民收容中心及佳冬災民中心進行服務，服務內容為支援災區物資發放、災
區物資搬運、教室打掃及消毒方面工作、支援臨時救護站、災區收容收安置、護理相關方面服務，
另外也有部分同學自動投入高雄市志願服務中心。

2009/8/19 簡皇娟教官帶領十一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山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災民服務工作。

2009/8/19
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一行，到縣府將EMBA學生義賣及教職員生捐款共100萬元支票轉交給高縣
府秘書長陳存永，希望將此捐款運用於災區兒童課輔、安置等相關教育用途。

2009/8/20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全體教職員工也發揮愛心，捐贈所得，並成立賑災專戶統籌運用，同時也
主動調查災區學生狀況，以即時協助受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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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生3人進入高屏地區受災地區協助整理環境。

2009/8/20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持續進行中，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亦沒缺席，系主
任連興隆號召系上教授，並與鄰近高科大環安系、正修科大化材系等教授攜手合作、貢獻專業，
日前已陸續投入高雄縣市重災區如甲仙鄉小林村，進行水文調查、土壤及地下水監測、災區復
育評估等多項工作。

2009/8/20 實踐大學師生40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0
生輔組長校安人員李興泰帶領十四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山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災
民服務工作。

2009/8/20

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一群中山大學管理學院Global MBA外籍學生利用Facebook網站動員
組隊，把生平第一次救災經驗，獻給台灣！這群包含來自法國、美國、布吉納法索、巴拿馬、
瓜地馬拉、澳洲、越南及印度等八個國家的外籍學生，自颱風釀災至今， 已多次組隊進入災區
協助，救災工作至今仍未間斷，希望為友善的台灣朋友，盡一份心力。

2009/8/2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生6人進入高屏地區受災地區協助整理環境。

2009/8/21 實踐大學師生19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1
生輔組長張生祥帶領十五名志工學生赴高雄縣災區協助旗山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災民服務工
作。值此，階段性任務均已圓滿達成，各認養學校不再提出服務需求。

2009/8/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職員生協助羌園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2009/8/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縣林園北汕社區提供專業諮詢。

2009/8/22 實踐大學師生10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縣阿蓮鄉復安社區提供專業諮詢。



27

日期 事蹟說明

2009/8/23
面對「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慘重災情，文藻外語學院師生感同身受，陸續在校園內發起物資
募集，以及一日捐等賑災活動，希望用實際行動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因公出差而人在美國的蘇
其康校長，率先捐出新台幣二十萬元，師生也陸續響應。

2009/8/23 實踐大學師生13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縣田寮鄉新興社區及阿蓮鄉阿蓮社區提供專業諮詢。

2009/8/24 實踐大學師生14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4 義守大學師生7人協助燕巢國中整理校園環境。

2009/8/2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縣美濃鎮龍肚社區及燕巢金山社區提供專業諮詢。

2009/8/2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志工協助竹林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2009/8/25 實踐大學師生15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5

1.總教官、傅靜宜教官及生輔組組員許欽基等三人赴高雄縣旗山鎮、美濃鎮等地區訪視受災學
生家庭計15戶，並代表學校致贈急難慰助金。 2.生輔組長張生祥、進修部學務組長李樹軍及
王世君教官等三人赴嘉義縣竹崎、東石、大林及台南縣鹽水、佳里、官田等地區訪視受災學生
家庭計7戶，並代表學校致贈急難慰助金。

2009/8/25 義守大學師生12人協助大樹國小整理校園環境。

2009/8/2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將學校為莫拉克風災募款金額30萬元，捐助屏東縣政府賑災專戶，協助災區
民眾重建家園。

2009/8/2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縣大樹竹寮社區提供專業諮詢。
2009/8/26 實踐大學師生8人協助旗山鎮、那瑪夏鄉災民清理家園整建環境。

2009/8/26
1.總教官及生輔組組員許欽基赴高雄縣甲仙、桃源及仁武等地區訪視受災學生家庭計5戶，並代
表學校致贈急難慰助金。

2009/8/26 和春技術學院學務處職員舉辦「重整校園送愛活動」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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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7

為加速支援災區復育工作，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組成兩支教師專業團隊參與災區支援工作。
以旗山至小林村的中小學、災民收容所為主，進行環境水體，周邊空氣，室內空氣，飲用水等
採樣監測，並針對環境消毒、個人衛生、群眾環境衛生以及災區民眾心理輔導，提供專業諮詢
及服務。

2009/8/27
災後重生，需要你我力量！為號召高雄地區各大專院校協助災後重建工作，中山大學舉行「88
災區重生推動聯盟座談會」，高雄地區二十一所大專院校一級主管全部到齊，未來將由推動聯
盟擔任統合窗口，橫向整合高雄地區各校所有資源，共同為南台灣災區的重生貢獻一份心力。

2009/8/27 中山大學召集高屏地區各所大專院校舉辦高屏地區大學聯盟籌組座談會

2009/8/28
1.覃桂昌、簡皇娟教官及生輔組組員李興泰赴屏東縣東港、林邊、佳冬、崁頂、潮州及九如等
地區訪視受災學生家庭計14戶，並代表學校致贈急難慰助金。 2.課指組召集二十名熱血志工
拜訪（電訪）屏東縣佳冬國中受災學生家庭，並實施心理輔導。

2009/8/28 和春技術學院學務處職員舉辦「重整校園送愛活動」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參加。

2009/8/3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師生15人協助屏東縣林邊鄉家園清理整建。

2009/8/31 和春技術學院學務處職員舉辦「重整校園送愛活動」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參加。

2009/9/1

為響應教育部「快樂開學日勇敢向前行」計畫，60位高雄縣市大專志工齊聚中山大學於8月29
日共同參與志工行前培訓活動，一同為協助災區學校學生快樂面對開學日、勇敢迎接新學期盡
一份心力。本次活動由教育部主辦，中山大學承辦，培訓活動分為受災兒童身心反應辨識及活
動設計等基本概念介紹、分組討論及演練、回饋與建議等三大部分，獲得與會老師及志工廣大
迴響。

2009/9/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八八水災社工員災後服務行前訓練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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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

配合教育部「大專青年重整校園送愛計畫」，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號召志工學生133人次投
入湖內鄉文賢國小，協助校園環境清理、書籍整理、電腦維修等工作；隨後又號召第2梯次志工
學生，於8月21、24～26日至高雄縣湖內鄉湖內國中，協助環境清潔、校園消毒與圖書教材整
理等工作，盼儘速完成復原工作，俾使學校能如期開學，讓該校學子能安心就學。

2009/9/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師生15人協助屏東縣佳冬鄉家園清理整建。

2009/9/4
2009/9/4-9/9召集人楊弘敦校長拜訪重建會蔡勳雄執行長、教育部呂木琳政務次長、林中森行
政院秘書長、曾志朗政務委員、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羅世雄執行長

2009/9/5
義守大學老師們不僅在第一時間積極聯繫關懷學生家庭是否受災，並主動發起「所得一日捐」
的活動，希望能幫助受災戶學生度過難關。

2009/9/5
義守大學、和春技術學院與悍創運動行銷公司於和春技術學院舉辦為期2天圓夢計劃籃球夏令營，
邀請桃源鄉中小學學生參加。

2009/9/7
樹德科大愛心捐助「把學生找回來」，藉由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人協助學生完成學業，捐贈對象
並以設籍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與嘉義縣的學生為主。

2009/9/8
為協助災區學童課後安置事宜，國立中山大學昨天上午由行政副校長吳欽杉代表，捐贈1百萬元
給莫拉克颱風受災嚴重的佳冬鄉塭子國小，作為學童課後輔導及晚餐費用，希望讓塭子國小的
小朋友能安心上學，早日走出風災的陰霾。

2009/9/10
自災難發生後，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積極投入救災工作，截至9月10日止已實施22梯次，250人
次救災工作，深入佳冬鄉、林邊鄉、山地鄉等提供災區國中小學校園清理、課業輔導及協助縣
政府救災捐贈物資整理等服務工作。

2009/9/13
配合教育部「大專青年重整校園送愛計畫」，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號召大專青年投入旗津國
中、楠梓國中及後勁國中等三所學校，整理因颱風過境受創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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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1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自98/9/14-99/1/17對受災學生137人進行心理諮商輔導，先讓學生填寫自
我壓力反應表格，再依照學生回覆狀況進行諮商輔導。

2009/9/15
高屏地區大專校院88災區重生聯盟15日正式成立，高屏地區26所大專校院動起來，提供資源
共享平台，透過重建磚塊的堆疊，象徵「心靈內重生，廢墟中重建」，期望用在地大學的力量，
共同守護南台灣。

2009/9/15 邀請高雄縣楊秋興縣長出席聯盟成立大會與第一次工作會議

2009/9/18 參加重建會產業重建會議

2009/9/18 參加高雄縣府重建會議

2009/9/21 參加重建會家園重建會議

2009/9/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將學校為莫拉克風災募款金額183萬元，協助受災學生生活費及安定就學、
98學年度免費住宿、進修部學雜費減免、每人每月60小時工讀時數及98學年度日間部學雜費
減免等措施。

2009/9/22
國立高雄大學用音樂感動更多人，喚起更多的愛心，一起加入重建的工作，於9/22晚上舉辦
「88風災關懷 募款音樂會」，預計募款所得將扣除活動開支，部分作為高雄大學受災學生急
難助學金，部份捐至紅十字會。

2009/9/23 義守大學自98/9/23-11/30對學生75人進行心理諮商輔導。

2009/9/27
至龍泉營區(三地國小學生)由同圓社及原勢力社社團以原住民舞蹈表演呈現給當地居(災)民並
以團康方式帶領國小生。

2009/9/2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市鼓山區土石流避難(柴山部落)提供專業諮詢。
2009/9/30 和春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師生對桃源國中三年級學生40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9/30 和春技術學院財金系師生舉辦現金流活動邀請桃源國中一、二年級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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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志願服務隊–達洼蘭小隊志工自98/10/1-10/31對大社村三地國小
一到六年級學童13人進行課業指導。

2009/10/1
審查申請本校第二梯次協助莫拉克受災學生急難慰助金申請案件計118件，合於慰助標準者計
112名，慰助金額565,000元；本次風災慰助受災學生171名，總慰助金額1,080,313元。

2009/10/1 聯盟秘書處參加中央重建會產業重建會議

2009/10/1 聯盟網站正式上線啟動

2009/10/5 學務處諮商中心至民生國小帶領五、六年級班級輔導

2009/10/5 義守大學自98/10/5-99/1/8對桃源鄉桃源、興中、建山、樟山國小學生41人進行課業指導。

2009/10/5 義守大學自98/10/5-99/1/9對桃源鄉桃源國中學生7人進行課業指導。

2009/10/5 召集人楊弘敦校長與吳濟華秘書長拜訪重建會執行長蔡勳雄主委及內政部江宜樺部長

2009/10/6 聯盟秘書處召開臨召學校溝通會議

2009/10/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舉辦88水災志工感恩餐會，邀請志工老師、同學參加，由劉慶中校長代表學
校接受屏東縣政府感謝狀、屏東縣林邊國中感謝狀、屏東市中正國小感謝狀，以及傳遞「88風
災、屏東感恩」鏟子，並由劉校長頒發志工服務證書、帶隊服務志工老師紀念品、以及志工服
務紀念品。

2009/10/12 學務處諮商中心至民生國小帶領一、二年級班級輔導

2009/10/12 吳濟華秘書長整合聯盟各校研提國科會防災科技整合型計畫

2009/10/13 學務處諮商中心至民生國小帶領三、四年級班級輔導

2009/10/14 義守大學自98/10/14-11/14辦理失落情緒成長團體心理諮商輔導活動。

2009/10/15 國土規劃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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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 社區重建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2009/10/17
義守大學與悍創運動行銷公司於校園內舉辦圓夢計劃棒球訓練營，邀請88水災災區的桃源國中、
國小70多位學童參加，由美國職棒小聯盟征戰的蔣智賢、邱子愷、郭嚴文擔任指導教練，在學
校壘球隊員的協助下，教導小朋友投球、打擊、守備，體驗棒球樂趣。

2009/10/20 公共建設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2009/10/2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師生15人協助屏東縣霧台鄉榮民之家家園清理整建。

2009/10/27 產業重建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2009/10/28 和春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師生對桃源國中三年級學生40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10/28 和春技術學院財金系師生舉辦現金流活動邀請桃源國中一年級學生參加。

2009/10/28
和春技術學院財金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聰明理財現金流遊戲」、「服務工作計劃-奇幻
網路發現新自我」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參加。

2009/10/29
聯盟社區重建小組樹德科大、高苑科大與行政院文建會合辦「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
討會

2009/10/3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高雄市鼓山區土石流避難(柴山部落)提供專業諮詢。

2009/10/31
聯盟社區重建小組樹德科大、高苑科大協辦高雄縣政府「小林平埔族夜祭活動」、高雄縣甲仙
鄉「小林平埔文化特展」

2009/11/4 和春技術學院電機系師生舉辦科學小活動邀請桃源國中二年級學生參加。

2009/1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雙流遊樂區邊坡崩塌會勘提供專業諮詢。

2009/11/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對藤枝遊樂區邊坡崩塌崩塌會勘提供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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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11/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協助88風災學生安定就學，由校內安定就學天使基金與校內8家委外餐廳合
作推出「愛心餐券」，有20名學生受惠，一天補助兩餐100元餐費，餐廳再負擔50％，直到這
學期結束，讓學生很感恩。

2009/11/10
秘書處中山大學國策研究中心與中華電信基金會合作「災後重建縮減災區數位落差行動資訊傳
遞模式之建構」計畫

2009/11/18
協助高雄縣政府建設處調查提供聯盟學校之學者專家(地質、水土保持、大地工程等)，並組成
勘查小組

2009/11/19 協助傳達聯盟各校鼓勵申請高雄縣重建相關委託案

2009/11/21
聯盟產業重建小組高雄餐旅學校運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舉辦「八八水災重建-創新資訊應用服
務提案競賽」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師生對桃源國中三年級學生40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系學會師生對和春校園內安置之一年級學童32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資管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奇幻網路發現新自我」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
童參加。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資工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揮動雙手鬥牛要不要」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
童參加。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電機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科技生活創意發明」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
參加。

2009/11/25
和春技術學院電子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科技服務人性關懷」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
參加。

2009/11/30 高雄縣重建會吳裕文執行長率隊拜訪聯盟秘書處

2009/12/7 聯盟秘書處與高雄縣、屏東縣原民部落意見領袖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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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12/12 義守大學慈愛社於旗山國小舉辦為期2天寒冬送暖園遊會，邀請旗山災民學生及民眾參加。

2009/12/1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執行教育部「八八水災南區教育輔導專案工作」，在屏東縣教
育處協助下，於林邊國中舉辦災區學生數學與科學教育研習營。活動內容包含高雄師大柳賢教
授團隊的數學趣味活動、邱鴻林教授的團隊的科學創意活動、陳志忠教授團隊的玩科學變魔術
等，將各種生活知能結合科學知識，讓學生透過科教學習的體驗與實作，獲得與學校課程不一
樣學習成長。

2009/12/16
中山大學、高雄應用大學合辦「台灣藜民–災後原鄉生態文化重建論壇」，近百名原住民同胞前
來參與

2009/12/19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師生於美濃-高雄休閒農場舉辦團康活動，邀請那瑪夏鄉民生國小
學童參加。

2009/12/26 義守大學教職員生志工25人協助高雄縣大樹鄉舊鐵橋濕地整理環境。

2009/12/30

今年夏天遭到莫拉克颱風重挫的高雄縣，以甲仙鄉狀況最為嚴重，其中小林村甚至因為山崩，
迄今仍深埋在五層樓高的泥土之下。文藻基督教團契與西洋長笛社20位學生，於12月12日在基
督教團契指導老師郭大維的帶領下，前進高雄縣甲仙鄉舉辦「愛在甲仙埔」活動，陸續探訪新
小林村、甲仙國中、南橫三星遊客中心以及小林村等地，他們用音樂及自身所學幫助當地學童，
也將聖誕節歡樂的氣氛與災民分享。

2009/12/30 和春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師生對桃源國中三年級學生45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12/30
和春技術學院資工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揮動雙手鬥牛要不要」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
童參加。

2009/12/30
和春技術學院電機系師生舉辦「服務工作計劃-科技生活創意發明」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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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蹟說明

2009/12/30 和春技術學院電子系舉辦「服務工作計劃-科技服務人性關懷」邀請和春校園內安置之學童參加。

2009/12/30 和春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系學會師生對和春校園內安置之一年級學童32人協助課業指導。

2009/12/30
高雄縣政府委託中山大學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高雄縣旗美地區再生暨整合計畫」，協助擬定高
雄縣重建綱要計畫與提供高雄縣重建會相關專業服務

2010/1/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科普計畫「關懷災民科普活動-結合機器人教育、工業機器人競賽與心理
輔導於屏東偏遠災區」，計畫為期一年，將透過機器人教育並配合課業與心理輔導，使災區民
眾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能經由寓教於樂的方式充實精神生活，並持續獲得來自學界的關懷。

2010/1/4 中山大學提供高雄縣政府基礎、家園、產業等聯盟學者諮詢

2010/1/5
正修科技大學電子系獲國科會補助，辦理88水災高雄縣災區國中能源科技科學營，並邀請高雄
縣政府教育處協辦，目前已獲得寶來、甲仙、三民、桃源、旗山、六龜等六所國中大力支持，
學生報名踴躍，也希望能從寓教於樂的活動中，讓學生認識能源科技應用與節能減碳的觀念。

2010/2/4 中山大學舉辦「高雄縣旗美地區災後重建系列座談會─學界參與重建交流座談會」

2010/2/22
實踐大學協助舉辦八八風災後旗山九鄉鎮觀光產業重建發展座談會，邀請旗山九鄉鎮鄉鎮長或
代表、地方及學界賢達提供重建相關建議。

2010/2/27 中山大學天主教華遠兒童服務中心陳邦富主任舉辦高雄縣桃源鄉原鄉數理科學提升計畫

2010/3/3 中山大學98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楊弘敦校長率全校一級主管走進災區、實地勘查

2010/4/23 高雄師範大學莫拉克颱風災區學童網路課輔服務營運計畫

2010/4/26
高屏地區大專校院八八災區重生聯盟與行政院重建會主辦、中山大學國策研究中心承辦「攜手
重建‧再造夢土」政府學界協力推動災後重建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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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即將到來，考驗災區基礎建設

汛期(5~10月)加重災區建設修復的難度與挑戰，連帶影響居民生活、
家園重建、產業重建等各面向重建工作

天候因素勢必考驗基礎工程的連續性，因此必須有汛期與非汛期的預
應思維，不同目的與層次的施工原則，如緊急搶險、簡易修復、原狀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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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修復與開發代價須一併考量，在國土永續與
居民生存間取得平衡

莫拉克風災導致總崩塌面積是九二一地震的4.5倍，重
建費用超過8年來台灣風災、水災的總合，其修復、疏
濬代價前所未有，土地承載力更加受限

災區修復與開發政策，須在國土與居民間取得平衡，
一併考量國土保育與社會成本，以造福後代子孫

秉持天人共存的國土保育觀點與前瞻工程思維

極端氣候下大自然力量的反撲，已嚴重動搖「人定勝
天」的精神，災區的重建與開發原則應從「與天抗衡」
轉變為「與天共存」

山區脆弱、環境多變、高昂成本等複雜因素下，治水、
修橋、造路等基礎建設工程必須跳脫傳統思維，秉持
與環境共存續的前瞻工程思維設計、施建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4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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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災難、複雜災因導致過去警戒標準難再一體適用

過去既有的警戒雨量標準在極端氣候下難免失效，不同地區、村落亦
難以一體適用統一警戒標準，益增政府撤離居民之難度

為因應二次災害，應召集專業團隊並細緻考量各地情形，審慎評估訂
定災害警戒標準、風險層級與相對應之避難機制，以確保人身安全

為因應二次災害，須提早整建居民資料庫與相對應計畫，且
要有『孤島重建』的準備

災後脆弱山區可能發生二次受災、聯外交通中斷，存在孤島隱憂與救
援需求，須利用非汛期整建居民資料庫與研議防救災撤離避難計畫，
災時清楚掌控災民流向

須有因應「孤島解除」的安置計畫與物資，與短期「孤島重建」的打
算，維生管線與硬體建設之興建應有「自給、自足、自救」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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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興建、社區管理與園區永續發展問題

除了前階段特定區域、永久屋興建之議題，未來永久屋在居民入住、
甚或政府接管過程中，如何公私共構合作、官民良好互動、社區管理
維護、移交地方治理、族群共生共融、園區永續發展，皆是政府所應
面對極為複雜且嚴峻的課題

強化發展社區自力機能並妥善有效整合社會資源

家園重建與新社區的形成，必然得歷經衝突、磨合、凝聚的過程，如
何推動重建工作的深耕、在地化與社區自力機能建立，並妥善利用鄰
近與在地的社會力量將是未來重建工作重點

應協助永久屋園區居民進行「培力、自力、潛力」，以逐步達成「安
心、向心、信心」的階段性目標

針對留居山上居民，應有整體配套措施因應

汛期將對山上居民造成教育、就業方式及生活型態之影響，除短期避
難安置，應預先準備對策因應並依優先次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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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將面臨居民頻繁避難、交通中斷，造成產業面不連續

汛期若實施山區疏散撤離，造成汛期與非汛期災民居住地不同且產業
不連續，政府必須思考兼顧兩種不同生活與就業型態的接軌

原住民在政策與環境受損的影響下，將面臨是否繼續耕作、投資的困
境，永久屋新住民則存在短期生計與長期就業轉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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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針對特定產業問題，考量原住民與地方特性提出對策因應

農業受交通不便與汛期影響，宜適時適地適種，並發展因應災區與原
住民工作習性的運銷管道與行銷方式

工商及觀光短期內應以「吸客、集客、留客」思維刺激活絡地方，長
期則須從區域定位評估發展與轉型方向

文化創意乃是原民或地方產業升級與轉型方向，可發展文化傳承創意
加值、地方特色品牌行銷

產業重建應有創新思維並善用既有資源

因應重建經費有限，產業重建工作應善用既有公務資源與社會能量，
發揮資源槓桿與擴散效果

針對災區產業重建的難題，應有創新的思維，充分結合學界能量、社
會愛心與企業資源，協助災區產業發展創新的產銷模式、行銷思維，
與國際示範的格局

• 如：衛星有機農場契作、雲端部落數位商城、永久屋示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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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部落暨原鄉三生永續發展計畫(構想)

災區型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構想)

防救災應變重建資源平台整建計畫(構想)

學界協力參與重建整合推動計畫(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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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部落的「生態、生活、生產」各方面皆蒙受嚴重衝擊，
未來勢必被迫改變既有生活模式

生活方面，原民鄉原本即位處偏遠地區、社會資源弱勢，包括學習資
源、數位落差等；汛期更將面臨頻繁下山避難、交通中斷，所造成的
原鄉生活、產業不連續

生產方面，原民主要維生的農業嚴重受損，在政策與環境受損的影響
下，面臨是否繼續耕作、投資的困境，原鄉產業重建在行銷、配送方
面需要有新的思維

生態方面，坐擁豐美山林資源的原民鄉，自然環境與人文資源皆受到
重創，在政策指導降限開發的限制下，如何維護自然環境與延續原鄉
人文資產乃是關鍵課題

建議結合「智慧台灣計畫─公平數位機會」的經驗基礎，與
國家推動雲端運算產業的政策支持，由中央推動具國際示範
意義的公益型『雲端原鄉部落』平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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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部落學苑
雲端原鄉風貌

雲端防救中心

雲端部落商城

雲端入口資訊 大專生智工隊

政府部門

電信網通業者

計畫包括：雲端部落平台建置及民間協力支援計畫、雲端部落商

城開發推廣、雲端部落學校與數位學堂、雲端部落入口與防救災

資訊中心、雲端原鄉風貌與文化典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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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為加速國內中小企業產業競爭力，鼓勵企業進行創
新研發，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提供各類型補助計畫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由經濟部依據「經濟部促進
企業研究發展補助辦法」，特規劃配合匡列相對經費，，辦
理「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

承辦單位 計畫名稱

經濟部
技術處

創新服務業界科專計畫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

示範性科技應用開發計畫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技術處委託研究科技專案計畫

經濟部
商業司

協助商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經濟部
工業局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

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計畫

協助傳統工業技術開發計畫

研發服務發展計畫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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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動中小企業積極投入災區地方特色產業，鼓勵進行創新
研發活動及轉型升級，進而加速地方產業重建，建議研擬以
災區為主題的『災區型SBIR計畫』

中央與地方政府配合匡列預算，如：中央政府69%、地方政府31%

期能放寬申請條件，建立適當之審查標準，可以創新技術/服務、文
化創意、精緻農業、及地方特色產業為主題，作為優先補助對象

行政院重建會

經濟部技術處

地方政府

災區特色
地方型
SBIR

災區型地方產業
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災區型SBIR)

行政院重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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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現行機制已難以應付極端災難或二次災害的複雜災
情，藉由借鏡八八風災經驗，開發具先行效果的「防救災應
變暨重建資源整合平台」，以提升全國與地方的防救災應變
能力

災前的天候警戒、應變啟動機制，已不再適用極端災難或二次災害的
特殊情形，有待重新建立切實可行的警戒應變及疏散撤離機制

災難發生時雖然網民利用網路工具(至少60個具規模的網路平台)協助
救災傳為佳話，然而救災資訊紛雜重複、傳遞管道路徑不一，同時造
成政府救災上人力、物資調度的問題與閒置浪費

災後有意願投入資源、協助重建的民間團體為數眾多，然而卻欠缺對
災區情形、災民需求的認識，供需方高度資訊不對稱造成資源浪費甚
至是重建工作推動的負擔



50

災前防災

災情即時分析
災害預警通報

災後重建

災民流向管理
災區復建管理

重建資源供需媒合

災時救災

救災資訊通報服務
災害資源派遣管理
災民安置中心管理

災民識別資料庫天候監控資料庫 資源供需資料庫中央政府部門

中央防救災系統、
國家地理資訊系
統、
戶役政系統、
全國地籍系統

協

調

防救災應變暨重建資源整合性平台

示範試行點(如：高雄縣旗美地區)
中央、地方協力開發

防救災重建平台示範計畫

平台開發 服務介接系統整合 營運維護
網路服務工具

Google, FB, BSP等

民間部門

民營企業、大專
校院、慈善團
體、NGO組織、
法人、個人

媒

合

災民、陪伴團

體、從事重建

相關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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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整合推動構想緣起

莫拉克災區與受損範疇既廣且深，重建工作涉及諸多專業且政府人力
有限，學校具有在地基礎與社會服務之特性，從永續的角度建議鼓勵
大專院校持續投入，可望獲得更具系統性、延續性且影響層面廣泛的
民間資源效益

委由合適單位擔任計畫管理辦公室，廣募各校提案申請投入

仿照科專補助模式，委託適合單位作為中間層的計畫推動管理角色，
整建大專校院資源能量、執行審查追蹤管考、辦理說明與績效宣導等
工作，以減輕政府部門的行政工作

針對具在地深耕與擴散效果需求的重建工作設計主題徵求

如：原鄉文創產業推廣、心靈陪伴撫慰 、專業課題研究、學校智(志)
工訓練、弭平城鄉落差行動、技術輔導與專業資源導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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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仿照科專模式委託適
合單位擔任計畫推動辦公
室與管考單位

• 廣邀各界提案投入重建，
發揮資源槓桿、具延續性
且影響層面廣泛的效益

構想說明

實績匯流

災區重生

家
園
重
建

行
動
關
懷

心
靈
陪
伴

產
業
重
建 計畫

申請
計畫
審查

計畫
簽約

計畫
執行

計畫管考機制

學界協力參與重建整合推動計畫辦公室

委託跨單位協調、適合單位擔任辦理

行政院重建會

受災地區大專校院、在地民間組織等

個別/聯盟
提出申請

計畫構想
溝通

相對配合
款補助

實際投入
重建工作

………



54

可望募集專案範例：

地方文化特色產業推廣提案競賽

原鄉特產網路行銷推廣聯合課程

行動關懷青年智工巡迴培訓計畫

雲端原鄉遠端數位課輔服務學習

揮別風雨八八義演希望列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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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區域性學界聯盟與既有資源協力推動

高屏地區大專校院八八災區重生聯盟 (共26所大專院校)

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共11所大專院校)

http://www2.nsysu.edu.tw/88flood/
http://kkp.nknu.edu.tw/index.aspx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實踐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文藻外語學院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東方技術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慈惠醫護管理專校 美和技術學院 樹人醫護管理專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

攜手同心 ‧ 再造夢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