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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9 年 8 月 7 日，莫拉克颱風撼動了台灣這美麗的寶島。大自然的新

陳代謝，翻轉了寶島台灣地緣地貌的景物。大自然運動其背後正面積極的

意義在於，激起了沉睡著的社會人道主義，讓我們對於我們所生存的這塊

土地做了最深沉的省思以及最積極的作為。2009 年 9 月 7 日始，便陸續展

開原居住地安全評估的調查作業。彙整了學界、業界、政府單位以及民間

團體有利的調查資源，自 2009年 9月 10日起至 9月 19日止，進行了有關

64 個村落之原居住地的安全評估調查工作。此後，並於 2009 年 9 月 21 日

下午 15：00假高雄重建會辦公室由原民會孫大川主任委員及重建會陳振川

副執行長共同主持災後原居地安全評估初勘的會議。然，經過初勘調查之

後，仍然有些部落在安全評估認定上尚有疑慮，或評估結果尚未能滿足當

地居民者。因此，便促成了新勘調查的工作。 

2009 年 11 月 7 日始進行部落新勘調查。在新勘的調查工作中計有 10

個村落，包括了屏東縣來義鄉（1）、屏東縣獅子鄉（3）、屏東縣滿州鄉（1）、

南投縣仁愛鄉（5）。自 2009年 11月 7日起至 11月 26日止，完成了 15個

部落原居住地的新勘調查工作。希望能透過村落實地踏查的方式，補足初

勘時期未能臻至完善之處，透過新勘調查，更全面的將安全評估工作觸及

到每個需要認定的部落。 

本次調查的方法論上除了運用初勘時的評估表式的搜集、訪問、分析

等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著重於現地現物的實地場勘並充分的與村民溝通

並協同當地住民進行災區、災情指認、敘述等工作。竭盡做到「擷取部落

村民真實的聲音，踩踏部落災區堅硬的土石」。本調查團隊在評估部落安全

時採用以下方法，計有專家評估法、田野調查法、評估分類法、評估表分

析法、GIS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法，做為綜合安全評估認定方法的幾項標準。 

新勘調查的目標，藉由實地踏查部落的方式詳實地呈現出部落在地觀

點，詳實的呈現部落的聲音與部落的需求，以期成果報告更貼近於部落居

民的期待。 

透過新勘調查的成果，提供部落如何預防災害的具體建議以及如何將

天然災害危安因素降至最低。這對於部落未來在面對大自然災害時的事前

準備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平時做好部落排水系統以及鄰近山地的水土保

持，隨時注意鄰近溪邊、河流水道的變化，都是有助於部落複建重要的關

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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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原居地安全評估新勘結果 

編號 縣 鄉 村別 部落別 初勘綜合評估結果 

2-8 

屏東縣 

來義 古樓村 

古樓社區 安全 

中興社區 安全 

2-9 

獅子 

獅子村 中心崙 安全 

2-10 丹路村 伊屯 安全 

2-11 竹坑村  安全 

2-12 滿州 長樂村 

上分水嶺 不安全：八瑤路東側 11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三戶、八瑤路道路西 10戶。 

下分水嶺 安全 

4-1 

南投縣 仁愛鄉 

精英村 

都達 

（平靜） 
安全 

德給塔雅 

（平和） 
安全 

4-2 合作村 

德魯灣 

（平生） 
安全 

沙都 

（下靜觀）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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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 鄉 村別 部落別 初勘綜合評估結果 

4-3 

南投縣 仁愛鄉 

賜德磊安（南豐）村  1.安全：4鄰、7鄰。  2.不安全：14鄰北側、16鄰湄溪河畔。 

4-4 發祥村 慈峰 不安全 

4-5 力行村 

大洋 不安全 

新望洋 不安全 

小計 新勘部落：1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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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估方法 
新勘調查在方法論上除了運用初勘調查時的評估表式搜集、訪問、分

析等方法之外，為了使調查成果更貼近於住民的期待，採實地踏勘的方式

進入部落。調查團隊運用以下幾種方法，做為綜合評定部落安全評估的指

標。 

1.專家評估法：調查團隊中有水利技師、水保技師以及地質技師，運

用專業的判斷評估，評定現地現況的災害程度，進而認定該部落

安全評估級數。調查團隊並於完成部落勘查之後，現地向部落居

民說明調查結果概況。 

2.田野調查法：為了使調查成果更貼近於部落居民的期待，運用田野

調查法的方式深入部落。除實地勘查地質地形破壞的程度之外，

更重要的即聽取部落居民的敘述，進而藉以分析部落安全評估級

數。 

3.評估分類法：根據部落現地現況受災害的程度，將部落安全評估認

定為兩個級數。第一級為安全；第二級為不安全。分類標準為綜

合部落受災情況後，予以適當的安全評估認定級數。 

4.評估表分析法：運用初勘調查時所使用的評估表，進行新勘部落的

調查。根據評估表調查出來的結果，做一綜合性的安全評估認定。 

5.GIS 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法：運用 GIS 地理資訊系統的定位技術，取

得受災部落航照正攝圖。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拍攝出來的畫面，進

行初步的災害評估。後，再將航照圖帶進部落並請部落居民協助

指認災區與描述現況，以做為部落安全評估認定指標之一。 

歷時將近一個月蒐集、整理與分析資料，已於〈複勘報告書〉中整理

出初勘與複勘之中關於安全評估標準之定義以及調查成果中差異的地方，

新勘報告書也應用相同的評估指標。以下先就安全評估結果定義做一比較

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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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下列【表 1】初、複勘安全評估結果定義比較表： 

表 1：初、複勘安全評估結果定義比較表 

級別 初勘 複勘 

第一級 安全：可恢復生活起居。 安全：可恢復生活起居。 

第二級 

條件性安全：需要非常積極的去

做好周遭環境的

排水，擋土牆等強

化基地安全的保

護措施，否則就長

期的觀點而言，該

村落的安全是堪

虞的。 

潛在不安全：意指必須在短期內

進行基地及其鄰

近地區之地表排

水、邊坡整治或護

堤工程等改善措

施，否則就長期來

說，基地有不安全

之虞。 

第三級 不安全：不可夜宿。 不安全：不可夜宿。 

 

由【表 1】中可知初勘與複勘對於安全評估結果定義最大的不同在於，

當要界定一個部落是否為安全或是不安全時，介於安全與不安全的交錯地

帶有著對於安全評估不同的見解。初勘與複勘的成果報告中對於第一級認

定、第三級認定，基本上是採取同樣的認定觀點。而對於第二級認定就有

著不同的看法。 

在初勘的調查過程中，當遇到一個部落的狀況處於第一級（安全）認

定與第三級（不安全）認定之間時，所採納的認定標準認為，此部落將可

判定為安全，但是必須在附加的條件下始可判定此部落的級數；換句話說，

初勘的第二級判定是比較偏向第一級的判定標準，且部落必須積極的增設

保護措施始可判定為第二級（條件性安全）認定。 

相較於初勘的判定標準，複勘的判定標準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傾向於第

三級的判定標準。舉例來說，當一個部落的安全評估判定介於第一級認定

與第三級認定之間時，在判定結果時會認定這個部落具有潛在性的危險因

子，並且重要的是當此危險因子為害的範圍超過全部落區域的三分之二以

上時，則會被判定為第三級認定。同樣的在複勘的第二級認定中必須積極

增設相關的保護措施，以維護部落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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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告告書中，新勘將依循複勘的評估分級，將潛在不安全之地區列為

不安全，根據初勘與複勘的調查成果整理出關於兩次調查評估分級的差異，

如下列【圖 1】。 

圖 1：初、複勘評估分級示意圖 

初勘、複勘皆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安全。第二級為條件性安全與潛在不安全（灰色區域）、第三級為不安

全。如圖示初勘成果偏第一級，複勘成果偏第三級。 

 

20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原民會 11 樓會議室召開會

議。與會中除了報告複勘調查的成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與初勘第一組的

調查團隊進行意見上的交流。其中對於安全評估認定的分類標準進行更聚

焦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一致認定由原先的三級認定法，定案為二級認定法。

換句話說，解決了初勘與複勘對於安全評估認定在定義上的問題。見下列

【圖 2】初、複勘分類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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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初、複勘分類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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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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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來義鄉古樓村古樓社區及中興社區 

（一）地理位置 

古樓村位於來義鄉西北邊，東以瓦魯斯溪與義林村相隔，南以林邊

溪與丹林村為界，北與泰武鄉平和、佳興二村毗鄰，西與萬巒鄉新置村

相連。古樓村分為古樓社區以及中興社區。古樓社區位於頭崙山(277 公

尺)東南角，林邊溪右岸。古樓社區由屏 110 公路貫穿社區，交通方便。 

（二）地形、地質概況 

來義鄉境內高山峻嶺，平均高度在 300 公尺以上，地形崎嶇，坡度

落差甚大。古樓村在地質上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

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時代為中新世

（1500-2400萬年前）。 

（三）災區現況 

古樓村分為古樓社區及中興社區二聚落，古樓社區為一和緩平地，

除後山邊坡發生小規模指溝及表面沖蝕，建議進行綠化植生，並無其他

堪慮狀況，原居地為安全。中興社區同為一和緩平地，除社區東側下邊

坡發生小規模地滑、表層沖刷及社區排水不良外，建議加強社區排水及

邊坡整治，原居地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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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古樓社區       評估日期： 2009/11/15（日）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第一次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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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社區後山上邊坡有小規模指溝沖蝕及表層沖蝕，建議綠化植生。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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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古樓村古樓社區航照正攝圖 

 

圖 4：古樓村古樓社區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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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古樓村古樓社區後山上邊坡有小規模指溝沖蝕 

 

圖 6：古樓村古樓社區後山上邊坡有小規模表層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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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興社區             評估日期： 2009/11/15（日）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第一次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第一次發生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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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社區東側下邊坡發生小規模地滑、表層沖刷及社區排水不良。 

2. 建議加強社區排水及邊坡整治。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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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古樓村中興社區航照正攝圖 

 

圖 8：古樓村中興社區後山上邊坡發生小規模地滑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居住地新勘及複勘作業暨安全評估報告書計畫       新勘報告書  
 

 
18 

 

 

圖 9：古樓村中興社區後山上邊坡發生表層沖刷 

 

圖 10：古樓村中興社區發生地表排水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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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獅子鄉獅子村中心崙部落 

（一）地理位置 

獅子鄉位於恒春半端北端，地處中央山脈南端、大武山之南方，西

界枋山鄉臨海，東隔台灣山脈與台東縣達仁鄉毗連，北連春日鄉，南接

牡丹鄉及車城鄉。中心崙位於獅子村西北端，西與枋山村為鄰，北隔個

枋山溪與內獅村為鄰。本部落由屏鵝公路後轉入屏 148即可抵達。 

（二）地形、地質概況 

在地形上屬中央山脈南端的高山區與恒春丘陵區，地勢由中央向東 

西兩側傾斜，地勢因靠近中央山脈（南籩）最高海柭 1800（公尺），故全

為山丘，平均海柭 837（公尺）。在地質方面屬於中新世中晚期－晚期牡

丹層獅子頭砂岩，岩性主要為砂岩，底部含礫。 

（三）災區現況 

中心崙部落為一和緩平地，惟部落北方 2 公里處，枋山溪畔遭洪水

沖刷，造成土石流災情，建議加強河岸護堤。部落東南側排水溝河道淤

積，過水橋斷面太小，洪水會淹出路面，造成漫流，有造成部落淹水之

虞。部落東南方有屏東 DF043 土石流，建議擴增排水斷面。枋山溪未直

接衝擊部落，部落原居地為安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居住地新勘及複勘作業暨安全評估報告書計畫       新勘報告書  
 

 
20 

 

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中心崙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6（四）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屏東 DF043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第一次發生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第一次發生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枋山溪洪水側蝕掏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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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部落北方 2 公里處，枋山溪畔遭洪水沖刷，造成土石流災情，建議加強河

岸護堤。 

2. 枋山溪未直接衝擊部落。 

3. 部落東南側排水溝河道淤積，過水橋斷面太小，洪水會淹出路面，造成漫

流，有造成部落淹水之虞。 

4. 部落東南方有屏東 DF043 土石流，建議擴增排水斷面。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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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獅子村中心崙部落航照正攝圖 

 

圖 12：獅子村中心崙部落北方 2公里處枋山溪畔遭洪水沖刷造成土石流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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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獅子村中心崙部落東南側排水溝過水橋斷面太小洪水會淹出路面造成漫流 

 

圖 14：獅子村中心崙部落東南方有屏東 DF043土石流，排水斷面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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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獅子鄉丹路村伊屯部落 

（一）地理位置 

本村位於獅子鄉之東端，東以草埔村相連，西端楓林村，南接牡丹

鄉以里龍山為界，女仍山（804公尺）以北。丹路(伊屯部落)位於楓港溪

左岸之河階地。 

（二）地形、地質概況 

丹路(伊屯部落)位於河谷地形，四面環山，女仍山、草埔後山、知

奈可亂山。丹路(伊屯部落)在地質上屬於中新世盧山層，廬山層主要由

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時代為

中新世（1500-2400萬年前）。 

（三）災區現況 

附近有一野溪位於伊屯部落東南側約 150 公尺，在本次八八水災，

河床堆積物高程已高於部落高程數公尺，若再發生洪水、土石流，恐造

成淹頂之虞。需加強河床西側攻擊坡面護堤工程，及下游橋面斷面不足，

建議拓寬改善。原居地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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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伊屯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6（四）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第一次發生 

2. 土石流   第一次發生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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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野溪位於部落東南側約 150 公尺，在本次八八水災，河床堆積物高程已高

於部落高程數公尺，若再發生洪水、土石流，恐造成淹頂之虞。 

2. 加強河床西側攻擊坡面護堤工程，及下游橋面斷面不足，建議拓寬改善。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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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丹路村伊屯部落災前航照正攝圖 

 

圖 16：丹路村伊屯部落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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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丹路村伊屯部落東南側野溪堆積物高於部落高程數公尺恐有溢頂之虞 

 

圖 18：丹路村伊屯部落上方縱向排水面斷面情形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居住地新勘及複勘作業暨安全評估報告書計畫       新勘報告書  
 

 
29 

 

 

圖 19：丹路村伊屯部落上方野溪整治工程 

 

 

 

 

 

 

 

 

 

 

 

 

 

 

 

 

圖 20：丹路村伊屯部落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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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獅子鄉竹坑村 

（一）地理位置 

竹坑位於獅子鄉之西南端，南與車城鄉竹坑橋為界，枋山鄉 380 號

穚為界，東以里龍山分水嶺與牡丹鄉為界，西以屏恆公路枋山鄉為鄰。

面對台灣海峽，有大石盤溪，响林溪，有水溪等支流。 

（二）地形、地質概況 

地形狹北寬成四角形，地勢由東里龍山 1030（公尺）向西遞減至海

平面。竹坑在地質上屬於全新世階地堆積層，主要為黏土，砂及礫。 

（三）災區現況 

竹坑村主要部落南側緊鄰土石流潛勢溪流（屏東 DF049），唯歷經整

治後，植生茂盛，並未對部落造成影響或發生災害。原居地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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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                   評估日期： 2009/11/26（四）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屏東 DF049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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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部落南側緊鄰土石流潛勢溪流（屏東 DF049），唯歷經整治後，植生茂盛，並未對

部落造成影響或發生災害。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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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竹坑村災前航照正攝圖 

 

圖 22：竹坑村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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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竹坑村地形平坦植生茂盛 

 
圖 24：竹坑村低密度開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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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竹坑村南側土石流潛勢溪流 

 
圖 26：竹坑村北側土石流潛勢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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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滿州鄉長樂村上、下分水嶺部落 

（一）地理位置 

長樂村北鄰九棚村，東臨太平洋，南與響林村相接。西與東城鄉、

牡丹鄉交界，港口溪上游流經轄區內，為本村之主要河川。長樂村分水

嶺部落位於港口溪左岸。鄰近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二）地形、地質概況 

長樂村分水嶺部落地處丘陵地形並緊鄰港口溪。地質上屬於中新世

中晚期－晚期牡丹層，岩性主要為頁岩，薄砂頁岩互層。 

（三）災區現況 

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八瑤路起道路東側 11戶整排住戶發生圓弧型地

層滑動，道路西側為潛在不安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三戶東側牆基下

陷、龜裂，原居地為不安全。下分水嶺部落道路北側下邊坡，河川沖蝕

邊坡基腳，造成邊坡地表沖蝕，目前已興建護坡、擋土牆，建議坡址放

置蛇籠。需強化社區地表排水、縱向排水溝，原居地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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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6（四）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位處地形脊陵線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曾經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曾經發生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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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八瑤路 71 之 1 號起，道路東側 11 戶（縣道 200，東側住戶），整排住戶

發生圓弧型地層滑動，為立即危險。 

2. 八瑤路 77 號等道路西側 10 戶住家為潛在不安全。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民房三戶，其中一戶為 86 號），東側牆基下陷、

龜裂，為立即危險。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不安全：八瑤路東側 11 戶、八瑤路道路西 10 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三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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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災前航照正攝圖 

 

圖 28：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災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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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道路東側 11戶整排住戶發生圓弧型地層滑動 

 

圖 30：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道路東側 11戶整排住戶發生圓弧型地層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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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民房三戶東側牆基下陷龜裂 

 

圖 32：上分水嶺部落住屋判定為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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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6（四）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曾經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曾經發生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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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道路北側下邊坡，河川沖蝕邊坡基腳，造成邊坡地表沖蝕，目前已興建護

坡、擋土牆，建議坡址放置蛇籠。 

2. 強化社區地表排水、縱向排水溝。 

3. 有二戶潛在不安全。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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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災前航照正攝圖 

 

圖 34：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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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道路北側下邊坡河川沖蝕邊坡基腳造成地表沖蝕 

 

圖 36：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聯外道路擋土牆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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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道路及房舍龜裂 

 
圖 38：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下邊坡土石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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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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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仁愛鄉精英村都達（平靜）、魯給塔雅（平和）部落 

（一）地理位置 

都達（平靜）部落隸屬於仁愛鄉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位於廬

山以北七公里之處，北與合作村接壤，西與大同村接壤。位於濁水溪上

游左岸河階地，尾上山西方山麓。從埔里沿著埔霧公路（中橫霧社支線）

進入仁愛鄉，後轉入台 14 線往廬山溫泉之方向，再進入鄉 83 即可抵達

本部落。 

魯給塔雅（平和）部落隸屬於仁愛鄉精英村，位於平靜北方 1.6 公

里地與都達（平靜）部落比鄰。坐落於濁水溪左岸，尾上山西北方山腹。

從埔里沿著埔霧公路（中橫霧社支線）進入仁愛鄉，後轉入台 14線往廬

山溫泉之方向，再進入鄉 83即可抵達本部落。 

（二）地形、地質概況 

仁愛鄉大部分布在中央脊樑山脈，整個區域為一幼年期地形，風化

侵蝕作用劇烈，因地形陡峭，且岩層受地質構造影響而變得十分破碎，

因此山崩現象十分普遍。都達（平靜）部落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層

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

時代為中新世（1500-2400萬年前）。部落高程介於 1200-1250公尺之間。 

魯給塔雅（平和）部落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

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時代為中新世

（1500-2400萬年前）。海拔 1250公尺左右。 

 

（三）災區現況 

都達（平靜）部落精英教會附近道路旁小規模路邊崩塌、法治巷道

路上邊坡沖蝕溝地表逕流沖刷民房，零星落石掉落壓民房，下游 2 間民

房保全建議遷移。法治巷入口道路迴彎路，上邊坡地表逕流沖刷、小規

模淺層崩塌，社區排水補強，邊坡排水溝植被護坡。原居地為安全。 

魯給塔雅（平和）部落清境巷 10餘戶地表植生茂盛、16鄰附近邊溝

小規模沖蝕、社區排水缺乏，原居地為安全。 

惟都達（平靜）部落、魯給塔雅（平和）部落在部落附近耕作地有

超限利用嚴重的問題。必須即刻改善土地使用的方式，以免豪大雨造成

危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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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0（五）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濁口溪旁河階（1220 公尺）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曾經發生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法治巷上邊坡缺乏邊坡

排水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上邊坡落石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社區排水逕流沖刷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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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精英教會附近道路旁小規模路邊崩塌。 

2. 15 鄰法治巷（43 號）道路上邊坡沖蝕溝地表逕流沖刷民房，零星落石掉

落壓民房，下游 2 間民房保全建議遷移。 

3. 法治巷入口道路迴彎路，上邊坡地表逕流沖刷、小規模淺層崩塌，社區排

水補強，邊坡排水溝植被護坡。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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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 15鄰法治巷（43號）道路上邊坡沖蝕溝地表逕流沖刷民房 

 

圖 40：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法治巷入口道路迴彎路，上邊坡地表逕流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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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上邊坡小規模淺層崩塌邊坡排水溝植被護坡 

 

圖 42：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上邊坡零星土石砸落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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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0（五）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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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1 清境巷 10 餘戶地表植生茂盛。 

2. 16 鄰的 3 號、23 號附近邊溝小規模沖蝕。 

3. 社區排水缺乏。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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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災前衛星影像圖 

 

圖 44：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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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 16鄰的 3號、23號附近邊溝小規模沖蝕 

 

圖 46：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排水溝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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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清境巷 10餘戶地表植生茂盛 

 
圖 48：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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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仁愛鄉合作村德魯灣（平生）、沙都（下靜觀）部落 

（一）地理位置 

德魯灣（平生）部落隸屬於仁愛鄉合作村，本部落位於濁水溪上游

左岸，尾上山北方山腹，海拔約 1500公尺處的溪岸平台形成部落，在靜

觀部落西方，相距僅 800 公尺。其地為溪岸狹小台地。從埔里沿著埔霧

公路（中橫霧社支線）進入仁愛鄉，後轉入台 14 線往廬山溫泉之方向，

再進入鄉 83即可抵達本部落。 

靜觀部落隸屬於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分成上部落卜西部落以及

下部落沙都部落。位於濁水溪上游左岸，尾上山北方山腹，海拔約 1500

公尺山腹平台的部落，也是仁愛鄉最東邊的部落。從埔里沿著埔霧公路

（中橫霧社支線）進入仁愛鄉，後轉入台 14線往廬山溫泉之方向，再進

入鄉 83即可抵達本部落。 

（二）地形、地質概況 

仁愛鄉大部分布在中央脊樑山脈，整個區域為一幼年期地形，風化

侵蝕作用劇烈，因地形陡峭，且岩層受地質構造影響而變得十分破碎，

因此山崩現象十分普遍。德魯灣（平生）部落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

層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

積時代為中新世（1500-2400萬年前）。 

靜觀部落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

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時代為中新世（1500-2400萬年

前）。 

（三）災區現況 

德魯灣（平生）部落砂石阻斷社區排水口，造成地表沖刷，建議補

強社區排水，原居地為安全。沙都（下靜觀）部落北側下邊坡、河川側

邊坡缺乏護坡保護，河川側蝕恐怕危及社區基址。縱向主排水斷面不足，

造成地表逕流沖刷，建議定期清淤，增加排水斷面。原居地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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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0（五）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社區缺乏排水系統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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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砂石阻斷社區排水口，造成地表沖刷，建議補強社區排水。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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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精英村德魯灣（平生）部落災前衛星影像圖 

 

圖 50：精英村德魯灣（平生）部落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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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砂石阻斷主要排水口，造成雨水溢流道路 

 
圖 52：合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社區排水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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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合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社區排水不良造成小規模地表沖刷 

 

圖 54：合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大雨期岩壁成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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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0（五）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社區排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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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社區北側下邊坡、河川側邊坡缺乏護坡保護，河川側蝕恐怕危及社區基

址。 

2. 社區縱向主排水斷面不足，造成地表逕流沖刷，建議定期清淤，增加排水

斷面。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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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災前航照正攝圖 

 

圖 56：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災後航照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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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北側下邊坡河川側邊坡缺乏護坡保護坡面裸露 

 

圖 58：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縱向主排水斷面不足造成地表逕流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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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縱向主排水跌水於土石淤積 

 

圖 60：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 下方溪流遭土石流沖蝕堆積大量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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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仁愛鄉賜德磊安（南豐）村 

（一）地理位置 

賜德磊安（南豐）部落隸屬於仁愛鄉南豐村。賜德磊安（眉溪）部

落鄰南山溪。本村西鄰埔里鎮，東與大同村相接，夾在守城大山（2420

公尺）、南東眼山（1875 公尺）與關頭山（1536 公尺）與關刀山（1924

公尺）、埋石山（1524公尺）之間。從埔里沿著埔霧公路(中橫霧社支線)

台 14線，距埔里 11公里左右即可抵達本部落。 

（二）地形、地質概況 

賜德磊安（南豐）部落位於仁愛鄉西南角之處，在地形上屬於埔里

板岩山地，即是連接埔里盆地之盆舷部分。在地質上屬於漸新世至中新

世乾溝層，岩性主要為硬頁岩，板岩，千枚岩，多屬變質板岩帶。沉積

時代為漸新世（2400-3700萬年前）。 

（三）災區現況 

南豐村 7鄰房舍上邊坡崩塌地危及民房、福興橋 7鄰河川堆石沖刷、

4鄰南側縱向排水斷面不足，尚未清淤，建議增加溝深及清淤。南豐橋斷

面不足，淤積嚴重，建議路面增高，河道加寬。14鄰豐德橋，每逢大雨，

食菜坑溪沖刷，河水淹過橋面，北側 20餘戶居民住戶成孤島。16鄰湄溪

河畔有零星四戶屬於立即危險。16 鄰南興橋，大水淹沒道路及橋面，湄

溪河畔零星 8戶屬於立即危險。原居地部份安全部分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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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賜德磊安（南豐）村     評估日期： 2009/11/20（五）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第一次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曾經發生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7 鄰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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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石崑成（7 鄰）房舍上邊坡崩塌地危及民房（田媽媽民宿）。 

2. 福興橋（7 鄰）河川堆石沖刷。 

3. 4 鄰南側縱向排水斷面不足，尚未清淤，建議增加溝深及清淤。 

4. 南豐橋斷面不足，淤積嚴重，建議路面增高，河道加寬。 

5. 14 鄰豐德橋，每逢大雨，食菜坑溪沖刷，河水淹過橋面，北側 20 餘戶居

民住戶成孤島。 

6. 16 鄰湄溪河畔有零星四戶屬於立即危險。 

7. 16 鄰南興橋，大水淹沒道路及橋面，湄溪河畔零星 8 戶屬於立即危險。 

 
五、綜合評估： 

     
1. 原居地安全：4 鄰、7 鄰。 

2. 原居地不安全：14 鄰北側、16 鄰湄溪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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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賜德磊安（南豐）村災前衛星影像圖 

 

圖 62：賜德磊安（南豐）村災後正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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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賜德磊安（南豐）村福興橋（7鄰）河川堆石沖刷 

 

圖 64：賜德磊安（南豐）村南豐橋斷面不足淤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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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賜德磊安（南豐）村 4鄰南側縱向排水斷面不足淤積嚴重 

 

圖 66：賜德磊安（南豐）村 6鄰湄溪河畔有零星四戶屬於立即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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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賜德磊安（南豐）村 6鄰南興橋大水淹沒道路及橋面湄溪河畔零星 8戶屬於立即危險 

 

圖 68：賜德磊安（南豐）村 6鄰湄溪河畔有零星四戶屬於立即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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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仁愛鄉發祥村慈峰部落 

（一）地理位置 

慈峰部落隸屬於仁愛鄉發祥村。發祥村位於仁愛鄉東北部，霧社東

北方，在北港溪上游一帶山腹。與力行村相比鄰。慈峰部落從埔里經埔

霧公路台 14 線，後於霧社駛入台 14 甲線而行，接力行產業道路，後轉

入慈峰聯外道路即可抵達本部落。 

（二）地形、地質概況 

仁愛鄉大部分布在中央脊樑山脈，整個區域為一幼年期地形，風化

侵蝕作用劇烈，因地形陡峭，且岩層受地質構造影響而變得十分破碎，

因此山崩現象十分普遍。慈峰部落在地質上屬於中新世廬山層，廬山層

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組成，沉積

時代為中新世（1500-2400萬年前）。 

（三）災區現況 

慈峰部落慈峰巷附近地表淺層滑動、地面龜裂，為立即危險。8鄰中

層滑動，寬約 40公尺，為立即危險。部落其餘地區為潛在不安全，原居

地為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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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慈峰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1（六）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曾經發生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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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慈峰巷 31 號、32 號附近地表淺層滑動，本住戶有淺層滑動、地面龜裂，

為立即危險。 

2. 8 鄰 1、7、16、16-1 號（4 戶）中層滑動，寬約 40 公尺，為立即危險。 

3. 部落其餘地區為潛在不安全。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不安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居住地新勘及複勘作業暨安全評估報告書計畫       新勘報告書  
 

 
79 

 

 

圖 69：發祥村慈峰部落災後影像正攝圖 

 

圖 70：發祥村慈峰部落災前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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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發祥村慈峰部落慈峰巷 31號、32號附近地表淺層滑動 

 

圖 72：發祥村慈峰部落 8鄰地區中層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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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發祥村慈峰部落 8鄰地區擋土牆嚴重龜裂 

 

圖 74：發祥村慈峰部落多處發生淺層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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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仁愛鄉力行村大洋、新望洋部落 

（一）地理位置 

馬烈霸（力行）部落在仁愛鄉的行政區劃中分成大洋部落、新望洋

部落以及溫泉（紅香）部落。馬烈霸（力行）部落位於發祥村東方，北

港溪上源，東依合歡山，北與翠華村為界，西面與南面與發祥村相接，

北臨台中縣和平鄉。馬烈霸（力行）部落從埔里上山行經埔霧公路台 14

線，後於霧社駛入台 14甲線而行。最後轉入力行產業道路即可抵達本部

落。 

（二）地形、地質概況 

仁愛鄉大部分布在中央脊樑山脈，整個區域為一幼年期地形，風化

侵蝕作用劇烈，因地形陡峭，且岩層受地質構造影響而變得十分破碎，

因此山崩現象十分普遍。馬烈霸（力行）部落在地質上屬於中新世廬山

層，廬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硬質岩、板岩、千枚岩與變質岩互層所

組成，沉積時代為中新世（1500-2400萬年前）。 

（三）災區現況 

發祥村分為大洋、新望洋部落，大洋部落 6 鄰位處護瓦狀地滑區範

圍，屬於立即危險，其餘東側部分住戶為潛在不安全。新望洋部落位處

地滑中段（包含力行國小全部），屬於立即危險。原居地為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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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大洋、新望洋部落       評估日期： 2009/11/21（六） 
評估者：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評估類別： 新勘 

 
一、現地概況：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二、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三、安全性評估：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覆瓦狀地滑區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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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意見： 

 
1. 大洋部落 6 鄰（11、12、14、15……）等 10 餘戶位處護瓦狀地滑區範圍，

屬於立即危險，其餘東側部分住戶為潛在不安全。 

2. 新望洋部落 22、24 號（部落 100 餘戶）位處地滑中段（包含力行國小全

部），屬於立即危險。 

 
五、綜合評估： 

     
    原居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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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力行村大洋部落災後影像正攝圖 

 

圖 76：力行村大洋部落災前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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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力行村新望洋部落災後影像正攝圖 

 

圖 78：力行村新望洋部落災前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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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力行村大洋部落 6鄰等 10餘戶位處護瓦狀地滑區範圍 

 
圖 80：力行村大洋部落東側部分住戶為潛在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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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力行村新望洋部落 100餘戶位處地滑中段（包含力行國小全部） 

 

 

 

 

 

 

 

 

 

 

 

 

 

 

 

 

 

 

圖 82：力行村大洋部落位處護瓦狀地滑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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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次調查主要針對初、複勘部落以外，由縣鄉主動提報進行部落安

全評估認定之需求。其調查方法、調查結果系建立於初、複勘成果上而

進行新勘部落的調查工作。因此本調查報告主要是針對提報調查之部落

安全評估之鑑定。藉由新勘調查的調查成果，提供當地住民預防土石流

災害的先備知識。 

新勘成果 

在新勘調查中的 15 個部落中，計有 10 個部落其安全評估認定結果

為第一級安全。而有 5 個部落，依次為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南豐村賜

德磊安部落、發祥村慈峰部落、力行村大洋部落、力行村新望洋部落在

評估結果上認定為第二級不安全。見下列【表 2】新勘評估結果一覽表。 

表 2：新勘評估結果一覽表 

部落別 第一級 安全 第二 級不安全 備註 

上分水嶺部落   不安全：八瑤路東側

11 戶、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等三戶、八瑤

路道路西 10戶。 

賜德磊安（南豐）

部落 
  1.安全：4鄰、7鄰。  

2.不安全：14 鄰北

側、16鄰湄溪河畔。 

慈峰部落   部落淺、中層滑動現

象。 

大洋部落   位處護瓦狀地滑區

範圍。 

新望洋部落   位處地滑中段。 

古樓社區    

中興社區    

中心崙   枋山溪未直接衝擊

部落。 

伊屯    

下分水嶺   有二戶潛在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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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坑   土石流並未對 部

落造成影響。 

都達（平靜）部落   社區排水補強。 

鹿給塔雅（平和）部落   社區排水缺乏。 

德魯灣（平生）部落   補強社區排水。 

沙都（下靜觀）部落   社區縱向主排水

斷面不足。 

 

由上表所示經勘查結果被認定為第二級不安全之 5 個部落，雖在莫

拉克颱風過後，並未遭受到土石流、山崩等自然災害直接的影響。討論

其原因仁愛鄉 4 個部落判定為不安全主要由於部落部分區域發現淺、中

層滑動的現象。而力行村的大洋部落與新望洋部落則是因為部落大部區

域位處護瓦狀地滑之範圍，就長遠部落安全評估來看，具有潛在危險因

素，而被認定為不安全。至於在新勘調查報告中被認定為第一級安全的

11 個部落，其認定標準為綜合部落現況、鄰近地形與地質概況等，並無

直接造成部落原居地的災害，因此被認定為安全。而仁愛鄉幾個部落在

這次的勘察結果最主要則是因為部落排水系統不足，須立即改善。 

具體建議 

在新勘調查的成果中按照安全評估的認定級數區分為兩種認定結果；

第一級安全與第二級不安全。本調查針對每個部落不同的災害因素給予

適當的評估結果，而對於相對應的評估結果本次調查也進一步給予部落

較為明確的處理建議。 

對於部落判定為第一級安全認定，則須由部落內部持續做好縱向、

橫向的排水系統，定期清理排水溝內的垃圾以及堆積物，確保排水溝的

暢通。注意部落四周之水土保持安全，將預期災害降至最低。 

對於部落判定為第二級不安全認定，則必須在短期內進行基地及其

鄰近地區之地表排水、邊坡整治以及護堤工程等改善措施，由鄉、縣甚

至中央單位協助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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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表 

 
評估地點：                                            評估日期：  

評估者：                                              評估類別：   

 
一、現地概況： 

 
二、災害類型： 

 
三、安全性評估： 

 
四、評估意見： 

五、綜合評估： 

現地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2. 山坡地    
3. 河階台地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5. 地質環境敏感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2. 土石流    
3. 落石    
4. 基地消失    

評估項目 
是否存在 安全性評估 

說明 
是 否 安全 普通 不安全 

1.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2. 順向坡       
3. 坡度大於 30 ﾟ       
4. 沖積層或崩積層       
5. 岩盤       
6. 土壤       
7. 坡面滲水或湧水       
8. 向源侵蝕       
9. 河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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