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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基地辦理優良社區評比計畫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102.08.28 修正核定 

一、 緣起 
莫拉克颱風於 98 年重創南台灣，為表彰莫拉克颱風災後環境及空間

營造、社區組織與人才培力成效，期透過舉辦小型的重建區永久屋社區

參與評比方式，挑選出具優質與卓越之新興社區，並對努力參與社區公

共事務之 leader 或社區幹部，給予獎勵，以激發社區永續發展潛能，進

而據以推薦參與全國性的社區評比，也可讓其他起步較緩社區有觀摩學

習機會，全面提升重建永久屋新社區生活品質，並激勵更多熱心人士及

團隊參與社區重建的工作，爰設置本獎。 

二、 權責分工： 

（一）主辦單位：由行政院重建會、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原民會共同主辦。 

  主辦單位 業務分工 備註 

行政院重建會 

1.主辦有關推薦、參與考評、實地參訪、

獎牌製作及頒獎活動等籌辦事宜。 
2.成立初審作業小組與甄選委員會。 
3.召開專案會議。 

 

衛生福利部 
1.經費分攤。 
2.協助籌辦有關推薦、參與考評、實地

參訪與聯繫等相關事宜。 
 

行政院原民會 
1.經費分攤。 
2.協助籌辦有關推薦、參與考評、實地

參訪與聯繫等相關事宜。 
 

（二）協辦單位：中央相關部會、相關地方政府等。 

三、經費來源：分攤情形如表列 

單位 經費分攤 備註 

行政院重建會 新台幣 10 萬元 
共計 80 萬元，本撙節

原則辦理。 
衛生福利部 新台幣 40 萬元 

行政院原民會 新台幣 30 萬元 

四、評比對象、獎項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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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象：永久屋基地，分二組進行。 
1.甲組：大型永久屋基地社區（含南投縣神木社區、嘉義縣日安社區、

逐鹿社區、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五里埔社區、日光小林社區、屏

東縣禮納里社區、長治百合園區、新來義部落、吾拉魯滋社區、臺

東縣嘉蘭社區等）。 
2.乙組：其餘小型永久屋基地社區。 

（二）獎項： 
1.社區組織獎：以熱心投入災後永久屋新社區，有關家園、設施、產業、

生活、文化重建等軟硬體營造工作，有具體事蹟與貢獻之社區組織

（含部落）或團體。 
2.環境與空間營造獎：以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永久屋基地有貢獻、成果

之社區組織為參加對象。 
3.社區貢獻獎：以熱心投入災後永久屋新社區，有關家園、設施、產業、

生活、文化重建等軟硬體營造工作，有具體事蹟與貢獻之個人或團

體。 
（註： 

1.以上獎項應排除已獲行政院重建會頒與民間貢獻獎之組織及個人。 
2.獎座名稱與受獎人數若干人，由本案甄選組織議決。不排除志工受推

薦與獲獎。） 
（三）名額： 

1.社區組織獎：原則頒發甲、乙組各 5 名。 
2.環境與空間營造獎：原則頒發甲、乙組各 5 名。 
3.社區貢獻獎：原則頒發甲、乙組各 5 名。 

  以上獎項名額，初審作業小組與甄選委員會得依甄選實際情形酌予調

整。 

五、甄選組織 
（一） 甄選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13 人，由重建會、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原民會或其他公正人士組成，負責複審由初審作業小組完成初審

之名單，決定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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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審作業小組：置委員 7 至 13 人，由重建會、內政部、衛生福利

部、原民會、縣市政府、專家學者擔任小組成員，由重建會擔任

幕僚作業，負責初審推薦名單，送甄選委員會決議，並綜整推動

本獎項籌備相關事宜。 
（三）本甄選委員會與初審作業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六、推薦事蹟參考項目： 

社區獎項 參考指標 

社區組織獎 （一）推動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成立社區組

織與運作。 
（二）訂定社區（部落）公約或社區公共設施使

用管理規則。 
（三）辦理社區藝文或常態性節慶活動。 
（四）鄉土文化、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 
（五）辦理社區媽媽教室或健康促進活動。 
（六）連結社會資源辦理社區福利服務工作。 
（七）運用志願服務推動社區建設工作。 
（八）社區發展動員力情形。 
（九）協助兒少保護、家暴與性侵事件宣導及通

報。 
（十）推動社區產業與觀光或其他社區創新、自

發性工作。 
環境與空間營造獎 （一）社區環境綠、美化及空間營造（含綠建築

與環保建材）。 
（二）社區安全設施與防災整備。 
（三）社區藝術與文化空間營造。 
（四）社區環境衛生維護與管理。 
（五）各項公共設施維護管理。 
（六）社區健康促進（含體能活動中心、生活休

憩空間、教堂等）。 
社區貢獻獎 同『社區組織獎』參考指標。 

七、甄選方式： 
接受本會、衛生福利部、原民會、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輔導專家學者

及各界推薦（含推薦單位 300-500 字分項簡要說明），並組成初審作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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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據以進行討論完成初選工作，再提報甄選委員會擇優進行實地考核

後，進行決選以評選出受獎者。 
（一）推薦檢附資料（格式詳附表一、二） 

1.候選人（團體）推薦表。 
2.優良事蹟，請推薦單位以 300-500 字分項簡要說明。 
3.候選人（團體）參與重建工作或重建成果相關照片或其他有助於獲

獎佐證資料。（限 A4 紙張，14 號字，行距 20，10 頁以內為原則） 
4.入選後再請提供字數 3,000 字以內詳細優良事蹟，俾供本會出版使

用。（無稿費） 
（二）推薦期限：請各推薦單位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前，由各推薦單位統

一將候選人（團體）推薦表及有關資料函復重建會，電子檔寄至重

建會家園重建處電子信箱（morakotteam3@gmail.com），逾時不予

受理。 
（三）甄選細部作業： 

1.初審作業小組預定分別於 102 年 11 月上旬及 12 月中旬召開 2 次初

選入圍作業會議，  
2.預定於 102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底前安排委員至永久屋進行實地考

核。 
3.甄選委員會預定於 102 年 12 月下旬召開會議，決定得獎社區、組織

及個人等。 

八、獎勵方式： 
公開表揚頒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社區營造與貢獻之相關獎項。 

九、辦理期程：  
（一）計畫核定：10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二）召集甄選委員會及初審作業小組：102 年 8 月 1 日－31 日。 
（三）公告及受理推薦：102 年 9 月 1 日－10 月 31 日。 
（四）實地考評及甄選作業：102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五）頒獎表揚：103 年元月。 

十、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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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計畫甄選組織成員由重建會、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原民會及

地方政府等遴選適當人選擔任。 

（二）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依初審作業小組與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 

（三） 評比獲獎社區，各級主管機關得指定辦理示範觀摩，以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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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永久屋參與優良社區評比 
候選推薦表 

－永久屋基地組織（含部落）或團體適用   

推 薦 獎 項 
□社區組織獎 
□環境與空間營造獎 
□社區貢獻獎                （請註明） 

候選永久屋基

地、民間團體或 
社區組織全稱 

 

基

本

資

料 

成立年月  

負 責 人 姓名：        稱謂： 

永久屋基地

或團體宗

旨、社區主要

服務與特色

簡 述 

 

聯絡人及

方 式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推薦事蹟摘要 
300－500 字 

（可加附詳細推

薦事蹟） 

 
 
 
 
 
 

推薦單位：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以上資料授權行政院重建會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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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優良社區評比 

候選人推薦表 

推 薦 獎 項  □社區貢獻獎       

姓 名  
請附候選人照

片（請附適當個

人照或生活照

片） 基

本

資

料 

服務單位

與 職 稱  

聯絡方式 
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推薦事蹟摘要 
300-500 字 

（可另附詳細推

薦事蹟） 

 
 
 
 
 
 
 
 
 
 
 
 

推薦單位：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以上資料授權行政院重建會無償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