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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1 年 6 月底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績效評估報告 

 
日期：101 年 8 月 3 日

壹、前言 

一、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推動主軸由「推動災區基礎設

施重建恢復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災能力」、「推動

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復安定生活」及「推動產

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復甦」三項策略績效目標組成，

在前述施政主軸下，由重建會專責協調、審核、決策、

推動及監督重建工作，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實際執

行，重建 3 年以來成效顯著。 

二、為辦理災後重建績效評估作業，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特參酌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理要點及

各機關施政績效管理作業手冊，訂定「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績效評估作業注意事項」（草案），並邀集相關單位

會商前述草案及各項關鍵績效指標與目標值，提經 100

年 4 月 27 日本會第 35 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後函頒，嗣

後，於 100 年 10 月 21 日函請各機關滾進檢討目標值，

並於 12 月 22 日彙整滾進檢討結果，函各相關機關知照。 

三、本（101）年度截至 101 年度 6 月份重建績效，各相關

機關（單位）之自評作業於 101 年 7 月 25 日完成，評估

作業由本會相關業務單位辦理，茲就各相關績效達成情

形及評估意見要點分述如次。 

 

貳、 總體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行情形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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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通過重建特別預算總計 1,165.08 億元(含 30 億元

預備金)，截至 101 年 6 月底止，累計分配 993.19 億元，實

際執行 836.75 億元，執行率 84.25%，其中原民會及交通部

執行率偏低(如附表 1 及表 2)。 

 

參、 101 年上半年度施政績效摘要 

各項關鍵策略目標項下總計 22 項關鍵績效指標，計 21

項已達成或超越原訂目標值，佔總數之 95.45％；計 1 項未

達成原訂目標值，佔總數之 4.55％，各項目標值達成情形如

下(如附件)： 

一、 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復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

減災能力 

（一） 省道、縣鄉道及市區村里聯絡道道路橋梁復建工程：

原訂目標值分別為 122 件、627 件及 722 件，實際達

成為 122 件、623 件、724 件，達成率分別為 100%、

99.36%、100.28%。 

（二） 原民地區復建工程(聯絡道路、簡易自來水、基礎復

建工程)：原訂目標值 113 件，實際達成 111 件，達

成率 98.23%。 

（三） 18 處重大土石災區復建工程：原訂目標值 18 件，實

際達成 18 件，達成率 100%。 

（四） 阿里山森林鐵路復建情形：原訂目標值 12 件，實際

達成 12 件，達成率 100%。 

（五） 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原訂目標值 12,000 萬立方

公尺，實際達成 12,933.4 萬立方公尺，達成率

1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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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中央管河川、區排及海堤」、「縣（市）管河川及排

水」復建工程：均已於 100 年竣事。 

（七） 莫拉克災區高山聚落安全評估：原訂目標值 230 處，

實際達成 238 處，達成率 103%。 

二、 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復安定生活 

（一） 興建永久屋：原訂目標值 3,439 間，實際達成 3,213

間，達成率 93.43%。 

（二） 災區校園重建：原訂目標值 1,145 案，實際達成 1,096

案，達成率 95.7%。 

（三） 短期就業：原訂目標值 7,940 人次，實際達成 9,614

人次，達成率 121%(已於 100 年竣事)。 

（四） 災區職業訓練：原訂目標值 29 班，實際達成 43 班，

達成率 148%。 

（五） 災區就業輔導：原訂目標值 30%，實際達成 87.68%，

達成率 292.27%。 

（六） 生活重建服務：原訂目標值 580,000 人次，實際達成

664,982 人次，達成率 115%。 

（七） 災區心理重建：原訂目標值 3,600 人次，實際達成

5,003 人次，達成率 139%。 

（八） 災區文化重建：原訂目標值 2,233 場次，實際達成

3,253 場次，達成率 145%。 

三、 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復甦 

（一）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復甦-嘉義縣阿里

山鄉山美產業示範點：原訂目標值 50,000 旅遊人次，

實際達成 71,474 旅遊人次，達成率 142.95%。 

（二）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復甦-高雄縣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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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產業重建示範點：原訂目標值 200,000 旅遊人次

及旅遊消費，實際達成 220,000 旅遊人次及旅遊消

費，達成率 110%。 

（三）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復甦-台東縣知本

溫泉產業重建示範點：原訂目標值 200,000 旅遊人次

及旅遊消費，實際達成 250,000 旅遊人次及旅遊消

費，達成率 125%。 

（四） 原鄉特色產業 17 鄉鎮區產業重建計畫：原訂目標值

125 件，實際達成 85 件，達成率 68%。 

（五） 農田流失回填：原訂目標值 4 處，實際達成 4 處，達

成率 100%。 

（六） 重建石斑魚產業，協助養殖漁民復養並拓展外銷市

場：原訂目標值 20 億元，實際達成 25.4 億元，達成

率 127%。 

 

肆、 綜合評估意見 

一、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復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

災能力方面： 

（一）省道道路橋梁復建工程、市區村里聯絡道路橋梁復建

工程、18 處重大土石災區復建工程、河川、野溪及水

庫疏濬、中央管河川、區排、海堤復建工程及縣（市）

管河川及排水復建工程及莫拉克災區高山聚落安全

評估，均達成標準且有具體績效，成效良好。仍請主

管機關繼續督導所屬加強辦理儘速完成，確保工程成

效並落實防災減災等防汛整備工作。 

（二）縣鄉道道路橋梁復建工程、原民地區復建工程(聯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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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簡易自來水、基礎復建工程)、阿里山森林鐵路復

建情形均已有績效，惟部分進度落後，目前原民地區

復建工程因受颱風、豪雨等影響致居民聯絡交通之不

便，請追蹤檢討改善並督導所屬加速趕辦，依據目標

與期程落實控管，避免造成工期延宕。 

二、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復安定生活方面： 

（一）興建永久屋及災區校園重建已有績效，惟礙於天候等

因素致部分延誤，未完成之基地大致因位於山區較偏

遠處(嘉義縣樂野基地、轆子腳 3 基地、台東縣大竹

部落)，易受天候影響，常因山區午後降雨及建築技術

工短缺等因素影響整體管控期程，加上近期 610 水災

及泰利颱風影響整體管控期程，挑戰性較高，相關

單位雖勉力趲趕，仍難以全數完成預定目標，建請持

續督導主辦機關以儘速完成興建工程。 

（二）短期就業、災區職業訓練、災區就業輔導、生活重建

服務、災區心理重建、災區文化重建，均超過原定目

標，執行情形良好。災區職業訓練部分，職訓完畢後

受訓人員後續之就業銜接，請持續追蹤及協助，以利

訓用合一；災區就業輔導部分，實際達成率與所訂定

之目標值落差大，建議檢討目標值之訂定，應與實際

情形更相符，讓績效評估更符實際，另建議後續可與

社區組織接觸，了解是否有培力就業或其他需求，挹

注資源以解決永久屋社區居民就業問題；生活重建服

務部分，後續應強化與在地社區自主性組織、各級政

府與民間團體間建立跨域資源連結與整合工作，共同

建構永續社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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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復甦方面： 

（一）阿里山鄉山美產業示範點、高雄縣旗山商圈產業重建

示範點、台東縣知本溫泉產業重建示範點、農田流失

回填及重建石斑魚產業，協助養殖漁民復養並拓展外

銷市場，均超過原訂目標，成效優良，對於災區產業

復甦、市場能見度及產值提升確有幫助，努力值得肯

定，且各景點設施之復建已陸續完成，觀光客開始回

流，已回復原有之觀光效益及明顯之績效產出，主政

單位應持續辦理。 

（二）原鄉特色產業 17 鄉鎮區產業重建計畫已有績效，惟 

      因梅雨與颱風造成災情，影響重建進度以至落後，同

時也於 101 年度註銷 17 件計畫（南投 3 件，屏東 3

件，台東 11 件），因此落後目標值。請確實檢討落後

原因，加強督導發包之縣市政府，並請在安全前提

下，督促承商積極趕工。



7 
 

附件：截至 101 年 6 月底止莫拉克災後重建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一覽表 

關鍵策略目標 
一、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復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災能力 

關鍵績效指標 截至
101 年
6 月實
際達成
目標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見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 
機關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 
標準 

累計目標值 

100 年
6 月 

100 年
12 月 

101 年
6 月 

1 

省道道
路橋梁
復建工
程 

交通部
(公路
總局)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96 106 122 122 
公路總局辦理省道特別預算復建工程共 129
標，101 年 6 月預計完成 122 標，已完成 122
標，達成率 100%。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所編列省道復建經
費 137.91 億元早己分配用
罄。動支預備金辦理尚在
施工中之工程、受 610 水
災等天候影響工進之工
程、台 20 線桃源區已發包
各橋梁工程等，請交通部
督導所屬加強趕辦，早日
完工。 

2 

縣鄉道
道路橋
梁復建
工程 

交通部
(公路
總局)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580 609 627 623 

一、公路總局辦理縣鄉道特別預算共 636
標，101 年 6 月預計完成 627 標，已完
成 623 標，達成率 99.36%。目標值與達
成度如下：南投縣目標值 219 件(達成
218)、雲林縣目標值 16 件(達成 16)、嘉
義縣目標值 179 件(達成 180)、臺南市
目標值 124 件(達成 124)、高雄市目標
值 32 件(達成 29)、屏東縣目標值 34 件
(達成33)、台東縣目標值23件(達成23)。 

二、南投縣未達成之 1 件標案說明如下： 
南投縣目標值 219 件達成 218 件，「竹
山鎮投 54 線 30k+200 道路災修復建工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請交通部督導加強
趕辦，以期早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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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災害擴大已無法於莫拉克災後復
建原核定經費完成重建，且後續縣府已
提報並奉核由凡那比颱風災害復建計畫
項下執行，業經公路總局 100 年 7 月 14
日路養管字第 1000032221 號函同意註
銷該工程補助經費 598 萬 2,000 元。爰
南投縣政府目標值建請修正為 218 件。 

三、高雄縣未達成之 3 件標案說明如下： 
(一)「高 132 線 3K+067、3K+147、4K+000、

5K+900、7K+700 及 10K+800~11K+500
道路改善工程」：原訂 101 年 6 月 2 日
完工，因豪雨災害辦理變更設計，工程
進度達 93%，預計 101年 8月 30日完工。 

(二)「高 132 線 11K+500~12K+500 道路重建
工程」：原訂 100 年 5 月 30 日完工，因
豪雨災害辦理變更設計另案辦理修復，
原工程停工中工程進度達 87%，預計 101
年 10 月 31 日完工。 

(三)「高 133 線第八標 0K+8730~1K+700 等
道路重建工程」：原訂 100 年 6 月 29 日
完工，因豪雨災害影響工進，工程進度
達 94%，預計 101 年 8 日 31 日完工。 

四、屏東縣未達成之 1 件標案說明如下： 
(一)「莫拉克風災屏 31 線 0k-11K 道路復建

工程」：原訂 101 年 6 月 30 日完工，因
豪雨災害影響工進，工程進度達 95%，
預計 101 年 8 日 31 日完工。 

3 

市區村
里聯絡
道路橋
梁復建
工程 

內政部
(營建
署)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695 721 722 724 

一、101 年 6 月目標值與達成度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321 件(達成 322)、彰化縣目
標值 1件(達成 1)、雲林縣目標值 8件(達
成 8)、嘉義縣目標值 197 件(達成 198)、
臺南市目標值 36 件(達成 36)、高雄市目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9 
 

標值 102 件(達成 102)、屏東縣目標值
53 件(達成 53)、台東縣目標值 2 件(達
成 2)，另玉管處目標值 2 件(達成 2)，
合計目標值 722 件，達成度 724 件，達
成率 100.28%。 

二、為因應 98 年莫拉克颱風災後復建需要，
自 98 年度起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市區村
里聯絡道路橋梁復建工程，為有效推動
重建工作，特組成專案審議小組，歷經
76 次現勘、19 次審議會議，核定南投縣
等 8 縣市計 727 件工程，原訂 101 年 6
月完成 722 件，實際已完成 724 件工
程，達成率 100.28%，執行績效良好。
本部營建署將持續督促地方政府加速趕
辦未完工程，期以早日完成重建工作。 

4 

原民地
區復建
工 程
( 聯 絡
道路、
簡易自
來水、
基礎復
建 工
程) 

原民會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75 100 113 111 

本項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原預估為完成 113
件標案，惟本年度因山區受梅雨及午後雷陣
雨造成本會補助執行之案件進度稍微延宕，
僅完成 111 件標案。本會每月召開聯繫會報
並於歷次下鄉皆督請各執行單位針對進度落
後案件提出說明及趕工策略以攢趕工進。另
針對各縣市落後原因說明如下： 
(一)、 嘉義縣： 
1. 因 100 年度颱風及豪雨造成嘉義縣已施
工工區部分進行變更設計。 
(1). 新美村 1 鄰部落環境災害復建工程 
(2). 有富給部落聯絡道路

(0K+600~2K+250)及里佳大橋災害
復建工程 

(3). 有富給部落聯絡道路
(3K+400~11K+850)災害復建工程 

2. 受 101 年度梅雨及山區午後雷陣雨山洪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目前原民地區復建
工程因梅雨及 610 水災影
響工程進度落後嚴重，請
原民會加強趕辦，儘速完
成全部修復，避免居民聯
絡交通之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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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施工便道遭沖毀而進度延緩。 
(1). 全仔社至豐山（0k+520～1k+610） 
(2). 中心嶺 2k+050（車行吊橋） 

3. 補助縣市政府執行之聯絡道路復建工程
因位於偏遠山區，且因莫拉克颱風過後
地形地貌大量改變、邊坡及河床未確定
性，設計階段原已較平地工程為難且需
耗費較多時間。且考量施工安全，含有
峭壁植生、橋梁復建者皆需通過「危險
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施工安全評估」
作業，因本安全評估係為考量施工中安
全性，勞檢所及審查委員對勞工施工場
所安全作業環境要求甚高，並要求安全
評估計劃書需針對個案工作環境進行分
析及作業排程，此部分受山區間險惡環
境所限，所需時間往往超出預估，導致
部分標案進度緩慢。 
(1). 中心嶺 2k+050（車行吊橋） 
(2). 有富給部落聯絡道

(3K+400~11K+850)災害復建工程 
(3). 巴沙娜橋復建工程 

(二)、 高雄市： 
1. 受 101 年度梅雨及山區午後雷陣雨山洪
影響，施工便道遭沖毀而進度延緩。 
(1). 民權至雙連堀道路復建工程。 

2. 會補助縣市政府執行之聯絡道路復建工
程因位於偏遠山區，且因莫拉克颱風過
後地形地貌大量改變、邊坡及河床未確
定性，設計階段原已較平地工程為難且
需耗費較多時間。且考量施工安全，含
有峭壁植生、橋梁復建者皆需通過「危
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施工安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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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作業，因本安全評估係為考量施工
中安全性，勞檢所及審查委員對勞工施
工場所安全作業環境要求甚高，並要求
安全評估計劃書需針對個案工作環境進
行分析及作業排程，此部分受山區間險
惡環境所限，所需時間往往超出預估，
導致部分標案進度緩慢。 
(1). 桃源村聯絡道路復建工程 
(2). 興農橋及羅木斯橋工程 

(三)、 屏東縣： 
1. 受 101 年度梅雨及山區午後雷陣雨山洪
影響，施工便道遭沖毀而進度延緩。 
(1). 來義鄉聯絡道路復建工程（第二期） 
(2). 春日鄉士文二、三、四號橋復建工

程 

5 

18 處
重大土
石災區
復建工
程 

農委會
(水保
局) 

1 
進度 
控管 

完成 
區域 
(區) 

12 18 18 18 

一、以聚落安全為核心，就 18 處重大土石災
區進行復建專案控管，預定 100 年 12
月辦理完成，已於 100 年 5 月 26 日全
數完工。 

二、共辦理 177 件工程，分布於南投、雲林、
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及台東等縣市。 

三、重大土石災區復建工程係整體考量集水
區問題，有效控制有害土砂生產及運移
573.01 萬立方公尺，減少災害發生及減
輕影響範圍 69.21 萬公頃。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6 

阿里山
森林鐵
路復建
情形 

農委會
(林務
局)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及完
成通
車路
段 

7 
嘉義站
至奮起
湖站 

9 12 12 

至 101 年 6 月，復建工程完成 12 件；另第 3
階段奮起湖至阿里山遊樂區段復建工程，計
有 5 件標案： 
一、森林鐵路 66k+950~67k+050 及

50k+100~57k+470 災修工程，受 610 水
災造成部分擋土牆毀損，目前申報停
工，辦理變更設計中，俟變更設計完成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 58k+150~60k+550
及 60k+550~61k+45 是森
林鐵路災害復建工程困難
度較高部分，務必請林務
局嘉義林區管理處加強控
管及早完成發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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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行復工，預計 102 年 2 月中旬前完
成。 

二、森林鐵路 49k+780~50k+100 災修工程目
前進度落後，辦理前置作業中，施工廠
商積極趕工，預計 102 年 8 月 11 日完
成。 

三、森林鐵路 58k+150~60k+550 及
60k+550~61k+450 路基修復工程，於 7
月 24 日流標，現正檢討與積極辦理後續
事宜。 

7 

河川、
野溪及
水庫疏
濬 

經濟部
(水利
署) 

1 
進度 
控管 

疏濬
(清
疏)完
成數
量 
(萬
M3) 

3,600 8,800 12,000 12,933.4 

經濟部： 
101 年度持續推動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
濬第 3 期方案，100 年 1 月至 101 年 6 月疏
濬執行量為 12,933.4 萬立方公尺，達成度
107.78%，因增加通洪能力，爰得以歷經 101
年度 6 月底前颱風豪雨考驗。 
 
農委會： 
一、依據 98 年 11 月 30 日院核定加強河川

野溪水庫疏濬方案，預定清疏 2,025 萬
m3，實際執行量 3,922 萬 m3，達成率
193％。 

二、野溪清疏可增加排水通洪斷面，避免洪
水、土石流淹沒臨近村莊，保全人員與
財產；並將土砂回填流失農（土）地，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目前持續進行疏濬
工作，進度超前。 

8 

中央管
河川、
區排及
海堤復
建工程 

經濟部
(水利
署)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254 256 - 
已全數
完工 

一、莫拉克中央管河川復建工程共 256 件，
至 100 年 7 月底已全部完工，已達預定
目標值。 

二、100 年汛期間及 101 年 0520 豪雨、0610
豪雨、泰利颱風，復建工程歷經豪雨考
驗，週遭無淹水情事發生。 

績效良好，提前完工，工
作成果值得肯定，也順利
通過颱風、豪雨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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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縣（市）
管河川
及排水
復建工
程 

經濟部
(水利
署) 

1 
進度 
控管 

標案
完成
數量 
(件) 

685 687 - 
已全部
完成 

本計畫原估計 100 年 12 月底可完成 687 件
復建工程，已提前至 100 年 9 月 23 日全數
完成，達成度 100%。 

績效良好，提前完工，工
作成果值得肯定。 

1
0 

莫拉克
災區高
山聚落
安全評
估 

經濟
部、農
委會 

1 
進度 
控管 

完成
安全
評估
數量 
(處) 

100 230 230 238 

經濟部： 
已完成原訂之安全評估數量，達成度 103%。
101 年度計畫預定至年底結案，預定目標值
為累計完成 340 處莫拉克災區高山聚落安全
評估。 
 
農委會： 
一、莫拉克災區高山聚落調查績效指標值，

主要以莫拉克風災後特定區域屬農委會
權責之安全堪虞地區總共 113 處，並於
100年 4月納入經建會調查之 87處不安
全聚落及地調所調查之 36 處危險聚
落，經整體評估，實際需進行現地調查
為 123 處聚落，已於 100 年 12 月底全
部調查完成。 

二、除完成聚落安全調查評估，並依據致災
因子影響範圍及聚落各項防災資訊，建
立各聚落防災地圖，函送相關單位參考
使用。 

績效良好，達成原定目
標，工作成果值得肯定。
對於危險聚落，建請加強
災害疏散避難作業。 

二、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復安定生活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見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 
機關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 
標準 

累計目標值 截至 
101 年
6 月 

實際達
成目標 

100 年

6 月 
100 年
12 月 

10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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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興建 
永久屋 

重建會
(家園
重建
處) 

1 
進度 
控管 

永久
屋興
建完
成間
數 

2,585 3,205 3,439 3,213 

重建會： 
一、101 年 6 月各縣永久屋目標值與完成數

如下：南投縣目標值 186 間(達成 186
間)、雲林縣目標值 28 間(達成 28 間)、
嘉義縣目標值 468 間(達成 272 間)、臺
南市目標值 26 間(達成 26 間)、高雄市
目標值 1,253 間(達成 1,253 間)、屏東
縣目標值 1,264 間(達成 1,264 間)、台
東縣目標值 214 間(達成 184 間)，合計
目標值 3,439 間，完成數 3,213 間，達
成率 93.43%。 

二、101 年 6 月底前新增 6 處完工之基地：
嘉義縣山美基地(28 間)；高雄市樂樂
段基地(20 間)；屏東縣舊高士部落第 2
期基地(22 間)、九棚基地(8 間)；台東
縣嘉蘭第 1 基地東西兩側(共 90 間)，
合計新增 168 間永久屋。 

三、未完成之基地大致因位於山區較偏遠
處(嘉義縣樂野基地、轆子腳 3 基地、
台東縣大竹部落)，易受天候影響，常
因山區午後降雨及建築技術工短缺等
因素，加上近期 610 水災及泰利颱風
影響整體管控期程，挑戰性較高；目
前相關單位全力趲趕中，預計將於 101
年 8 月底前完成預定目標。 

 
內政部： 
由本部負責補助永久屋公共設施計有：南
投縣鉅工段基地、名間鄉基地、永豐段基
地、南投市基地、嘉義縣日安社區、日安
社區 2 期、日滿社區、日好社區、雲林縣
東興段基地、臺南市芒果蒸熱場、高雄市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加
強： 
一、原訂目標值 3, 439 間，

完成數 3,213 間，達成
率 93.43%，成果尚符預
期。 

二、未完成之 3 基地，應
於目標期程內全力趲
趕，儘速完成；其餘
永久屋基地亦請持續
督導相關單位，依預
定期程達成目標，及
早完成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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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農場、月眉農場第 2 期、五里埔基地、
五里埔 2 基地、龍興段基地及台東縣德其
段基地等 16 處，共計 1,750 間永久屋均已
完成興建。 

2 
災區校
園重建 

教育部 1 
進度 
控管 

校園
修
（重
）建
案數 

1,087 1,099 1,145 1,096 

一、101 年 6 月目標值與達成度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55 案(達成 50)、彰化縣目標
值 37 案(達成 37)、雲林縣目標值 55 案
(達成 56)、嘉義市目標值 37 案(達成
37)、嘉義縣目標值 200 案(達成 192)、
臺南市目標值 367 案(達成 367)、高雄
市目標值 180 案(達成 174)、屏東縣目
標值 154 案(達成 133)、台東縣目標值
60 案(達成 50)，原訂目標值 1,145 案，
達成情形 1,096 案，達成度 95.72％。 

二、有關莫拉克颱風校園復建工程標案之成
果，各縣市政府除彰化縣政府、嘉義市
政府、臺南市政府(含原臺南縣)皆如期
達成目標外，雲林縣政府超出原訂工程
1 案，係因預算標餘款再行利用之故。
其餘縣市皆與原訂之目標有部分落差，
究其原因有二：(一) 本部莫拉克颱風校
園重建計畫因於部分學校工程案件於
100 年年底始核定經費，其經費需俟招
標及發包後方能執行；(二)莫拉克颱風
受災學校之工期因受到近期颱風豪大雨
及汛期等因素致工期延長，爰工程執行
上未能達到預期標準。本部將賡續責成
縣市政府加強控管執行進度，部分未能
於莫拉克颱風重建特別條例期滿日(101
年 8 月 29 日)完工之案件，將不定期召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加
強事項：  
一、原訂目標值 1,145 間，

完成數 1,096 間，達成
率 95.72%，成果尚符預
期。 

二、目前尚有南投縣、嘉
義縣、高雄市、屏東
縣及台東縣進度未符
預期，請教育部協助
督導，及早完成校園
復健工程，以維師生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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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列管會議進行管考工作，以督促各項
工程能儘速如期如質完工。 

3 

短期 
就業 

勞委會 

1 
進度 
控管 

上工 
人次 

2,000 7,940 
100 年
計畫已
結束 

100 年
計畫已
結束 

一、原訂目標值為推介派工 7,940 人次，

實際累計推介派工計 9,614 人次，目

標達成率 121%。 
二、100 年度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臨時工

作政府部門計畫經本會審查，核定補
助屏東縣政府等 10 個縣市 7,618 個員
額，各縣市進用人員自 6 月 10 日起陸
續上工，截至 12 月底止，累計推介派
工達 8,194 人次；另本會職業訓練局
高屏澎東等 3 區就服中心共計核定
104 個其他政府機關(構)及非營利組
織 1,349 個臨工員額，截至 12 月底
止，累計推介派工達 1,420 人，上述
兩項合計上工人次計 9,614 人次。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已竣事)。 

災區職
業訓練 

2 
統計 
數據 

培訓 
班次 

9 19 29 43 

為協助災民提升就業技能以促進就業，依
據災區產業特色及考量災區失業者訓練需
求，職訓中心以自辦、委辦及補助等方式
加強開辦相關職業訓練課程，以及時回應
災民之訓練需求。自 100 年 1 月至 101 年
6 月止，計辦理 43 班，參訓 1,241 人，班
數目標達成度為 148％。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肯
定： 
一、原訂目標值 29 培訓班

次，完成數 43 班次，
達成率 148%，執行情形
良好。 

二、有關職訓完畢後，受訓
人員後續就業銜接部
分，請持續追蹤及協
助，以利訓用合一。 

災區就
業輔導 

1 
統計 
數據 

求職
就業
率 

25％ 28％ 30％ 292.27% 

以目前已進住永久屋基地居民之就業輔導
成效而言，截至今(101)年 6 月底止，合計
有就業需求人數為 3,377 人，就業人數已
達 2,961 人，就業率為 87.68%。目標達成
度為 292.27%。前揭就業人數包含自行就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肯
定： 
一、原訂目標值 30%求職就

業率，完成數 87.68%，
達成率 292.27%，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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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業人數、災區臨時工作人數及公立
就業服務推介就業人數等，因自行就業、
創業人數比預估高出甚多，且考量災區失
業者需求，以併決算方式增加辦理莫拉克
臨時工作津貼及員額，故相對呈現較高就
業率。 

情形良好。 
二、實際達成率與所訂定之

目標值落差大，建議檢
討目標值之訂定，應與
實際情形更相符，讓績
效評估更符實際。 

三、目前多數永久屋社區已
有成立社區發展協會
或社區組織，建議後續
可與協會接觸，了解是
否 有 培 力 就 業 等 需
求，挹注資源以解決永
久屋社區居民就業問
題。 

4 
生活重
建服務 

內政部 2 
統計 
數據 

擴大
生活
重建
中心
服務
量能
(人
次) 

240,000 480,000 580,000 664,982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服務自 99年 2月開辦以
來至 101 年 6 月止，提供老人、身障、兒
少、婦女等福利服務計有 13 萬 6,370 人
次，心理服務 8,545 人次，就學服務 13,494
人次，就業服務 3 萬 9,857 人次，生活服
務（含提供物資、經濟扶助…等）4 萬 6,156
人次，諮詢服務 2 萬 8,372 人次，轉介服
務 3,677 人次，其他服務（如社區工作、
服務方案宣導、永久屋參訪等）8 萬 7,205
人次，以上合計 36 萬 3,676 人次；另提供
方案及活動之服務計 30 萬 1,306 人次參
與，服務總人次計達 66 萬 4,982 人次，達
成率為 115％。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肯

定： 
一、原訂目標值 580,000 人

次，實際達成 664,982
人次，達成率 115%，執

行情形良好。 
二、隨著各永久屋的完成民

眾入住，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在六大面向服務量

的增加與服務品質的提

昇，執行成果良好。 
三、後續服務面向應強化與

在地社區自主性組織、

各級政府與民間團體間

建立跨域資源連結與整

合工作，共同建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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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目標。 

5 
災區心
理重建 

衛生署 1 
進度 
控管 

高關
懷個
案追
蹤輔
導(人
次) 

800 3,200 3,600 5,003 

一、在高關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人次部
分，重建區 6 個縣市服務量共計 5,003
人次，比原訂目標值多 1,403 人次（為
原訂目標值的 1.39 倍）。 

二、重建區 6 個縣市均已達成目標值，服
務量最高為嘉義縣 1,798 人次(原定
1,199)，其次依序為高雄市 1,454 人
次(原定 1,137)、南投縣 771 人次(原
定 548)、臺南市 392 人次(原定 313)、
屏東縣 294 人次(原定 171)與台東縣
294 人次(原定 280)。 

三、經查，前開 6 個縣市之 100 年 1 至 12
月自殺死亡人數與 99 年同時期相比
合計少 171 人（下降 12.83%），又與
98 年同時期相比合計少 188 人（下降
13.93%）；爰持續的提供莫拉克颱風重
建區高風險災民追蹤訪視服務有其必
要性。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肯

定： 
一、原訂目標值 3,600 人

次，實際達成 5,003 人
次，達成率 139%，執行
情形良好。 

二、100 年自殺死亡人數，
與 99 年及 98 年相比，
各下降 12.83%及
13.93%，績效良好。 

6 
災區文
化重建 

文建會 1 
統計 
數據 

藝文
活動
(場
次) 

400 1,857 2,233 3,253 

一、本部關鍵績效指標為災區文化重建，為
配合量化目標值之訂定，本部以藝文活
動(場次)為主要目標值展現： 100 年 1
月至 101 年 6 月底止辦理培訓災後重建
人才相關課程計 1,482 場次；辦理閱讀
藝文活動計 559 場次；辦理重建紀錄片
選邀與社區巡演計 51 場次；辦理兒童生
活藝術輔導工作共 336 場次；另補助縣
市辦理藝文活動共計 825 場次，共辦理
3,253 場次，目標達成度為 145% 

二、另補助縣市政府辦理藝文活動，100 年 1
月至 101 年 6 月共辦理 825 場次，參與
人次為 58,063 人次，提供就業機會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肯
定：原訂目標值 2,233 場
次，實際達成 3,253 場次，
達成率 142%，執行情形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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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人次。 
1.南投縣：37 場，參與人次為 3,961 人，
提供就業機會 240 人次。 

2.屏東縣：455 場，參與人次為 21,947 人，
提供就業機會 372 人次。 

3.雲林縣：121 場，參與人次為 5,623 人，
提供就業機會 143 人次。 

4.高雄市：31 場，參與人次為 4,940 人次，
提供就業機會 95 人次。 

5.臺南市：87 場，參與人次為 16,015 人
次，提供就業機會 51 次。 

6.嘉義縣：82 場，參與人次為 3,722 人次，
提供就業機會 96 人次。 

7.台東縣：12 場，參與人次為 1,855 人次，
提供就業機會 47 人次。 

三、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復甦 
關鍵績效指標 截至

101 年
6 月實
際達成
目標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見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機
關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 
標準 

累計目標值 
100
年 6
月 

100 年
12 月 

101 年
6 月 

1 

推動產

業重建

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復 甦 -
嘉義縣

阿里山

鄉山美

產業示

交通部

(觀光

局阿里

山國家

風景區

管理

處) 

3 

旅遊

人次

統計

及滿

意度

調查 

達娜

伊谷

自然

生態

公園

開園

目標 

100
年 2
月 26
日已

完成

開園

目標

現階

段任

務 

3 萬旅

遊人次 
5 萬旅

遊人次 
71,474
人次 

交通部觀光局為推動災區產業重建示範點產
業復甦，達成 101 年 6 月 5 萬旅遊人次之目
標，藉由完成下列工作，協助營造山美達娜
伊谷成為旅遊新亮點 
一、景點設施復建： 
(一)配合阿里山鄉山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園

區 100.2.26 開園活動，於開園前後辦理園區

硬體設施重建，包括入口收費亭整修、管理

站外牆整修、廁所整修（3 處）、涼亭整修（2
座）、小型巴士停車場整修、圍籬欄杆等安全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達成目標值，且各
景點設施之復健已陸續完
成，觀光客開始回流，已
有明顯之績效產出，主政
單位應持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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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點 設施、展演場外部環境清理、園區步道改善、

園區除草清理工程等。 
(二)開園後，為行銷園區生態樣貌，辦理「山
美地區達娜伊谷遊憩設施改善第二期工
程」，以步道串連園區外福美吊橋及新山美大
橋，並結合達娜伊谷園區，營造水色粼粼「鯝
魚故鄉」主題，推廣社區各項產業，進而帶
動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同時，為兼備區內
各項遊客服務設施，辦理停車場及廁所等改
善工作，提昇遊客旅遊品質。 
二、產業重建： 
(一)生態環境講習：100 年 5 月-11 月於山美
達娜伊谷園區辦理 6 梯次蝴蝶辨識保育及棲
地營造課程。 
(二)產業輔導培訓： 100.1.12-2.17 於山美達
娜伊谷園區辦理導覽解說人員培訓，課程項
目計有社區組織重建、河川生態(含地質、地
貌認識)、生態旅遊、餐飲服務禮儀、國際禮
儀等計 30 小時培訓課程。 
(三)部落行銷推廣活動： 
(1)「福美吊橋」與「達娜依谷吊橋」啟用典
禮於 100 年 10 月 23 日協助辦理吊橋啟用典
禮，兩座吊橋的落成對達娜依谷自然生態之
美具有畫龍點睛的效果，成為園區的新賣
點，另外，透過典禮中的活動及鄒族舞蹈也
展現了鄒族人走過八八風災、重建家園的生
命力與堅韌。 
(2)阿里山鄒族生命豆季 
協助於 100 年 10 月 26 日在達娜伊谷自然生
態公園辦理鄒族生命豆季活動，鄒族生命豆
季為愛情及生命的象徵，部落長老用傳統儀

式來為新人做最誠心的祈福，並有小豆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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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及爬行比賽活動，各項精彩活動及傳統祈
福舞蹈表演讓遊客體驗不同的鄒族文化。 
(三)不定期媒體行銷推廣： 
(1)「山美達娜伊谷重新開園媒體行銷」： 
於 99 年辦理皮雕、竹編等原民手工藝培訓，

並將受訓人員之皮雕、竹編作品於開幕期間

設置展示專區，除供入園遊客觀賞，亦兼具

推廣行銷原民手工藝品效果；另配合於開園

後之 3/14-16 及 3/22，安排中時、聯合、自

由、蘋果及警廣等媒體記者前往園區踩線並

採訪，擴大報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已於

100 年 2 月 26 日重新開園，歡迎遊客踴躍前

往。 
(2)101 年度陸續邀請多家媒體進行踩線，藉

由拍攝鄒族美食及鄒族介紹，成功增加山美

(達娜伊谷)旅遊景點及美食之曝光度，並吸

引遊客至當地旅遊，所邀請場次共計如下： 
101年2月24日：安排新聞局及法國地理雜誌

記者至山美進行參訪。 
101年3月20日：安排公共電視國際部節目製

作及主持人至山美社區（達娜依谷）參訪，

為拍攝台灣心動線節目進行勘景。  
101年4月28日：安排鳳凰衛視美洲臺節目製

作及主持人至山美社區（達娜依谷）進行參

訪，拍攝”瞰台灣人”節目。  
101 年 5 月 27 日：安排韓國 EBS 教育電視台
至山美社區拍攝鄒族美食及鄒族狩獵文化介
紹，行銷山美(達娜伊谷)旅遊景點、旅遊鄒
族文化資源及美食。 

2 
推動產

業重建

經濟部

(商業
3 

旅遊

人次

旅遊

人次

100
年 1

15 萬旅

遊人次

20 萬旅

遊人次
22萬旅

遊人次

一、依莫拉克風災前、後年度及期間比較旅

遊人次及旅遊消費情形予以估算。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達成目標值，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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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復 甦 -
高雄縣

旗山商

圈產業

重建示

範點 

司) 統計

及效

益評

估 

及商

圈旅

遊消

費情

形 

月 15
日辦

理「蕉

通百

年 旗
美共

榮」-
旗山

橋竣

工典

禮暨

旗美

地區

產業

行銷

活動

效益

評估

分析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二、截至 101 年 6 月已超出原訂之目標值，
達成率 110%。 

復原有之觀光效益，並有
明顯之績效產出，主政單
位應持續辦理。 

3 

推動產

業重建

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復 甦 -
台東縣

知本溫

泉產業

重建示

範點 

經濟部

(商業

司) 
3 

旅遊

人次

統計

及效

益評

估 

旅遊

人次

及商

圈旅

遊消

費情

形 

10 萬

旅遊

人次

及旅

遊消

費 

15 萬旅

遊人次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20 萬旅

遊人次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25萬旅
遊人次
及旅遊
消費情
形 

一、依莫拉克風災前、後年度及期間比較旅
遊人次及旅遊消費情形予以估算。 

二、截至 101 年 6 月已超出原訂之目標值，
達成率 125%。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達成目標值，已回
復原有之觀光效益，並有
明顯之績效產出，主政單
位應持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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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鄉特

色產業

17 鄉

鎮區產

業重建

計畫 

原民會 1 
進度

控管 

完成

執行

計畫

(件
數) 

30 73 125 85 

本項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截至 101 年 6 月 30
日止完成件 85 標案。因梅雨與颱風造成災
情，影響重建進度以至於落後，同時也於 101
年度註銷 17 件計畫（南投 3 件，屏東 3 件，
台東 11 件），因此目標值稍有落後。以下針
對各縣市落後原因說明如下： 
(一)南投縣： 
1.產業文化館正辦理工程發包，研習課程持
續進行，記者會及展售會預計陸續舉辦。
工程發包完成後刻正督促進行，活動積極
籌劃辦理。 

2. 5 項計畫於 101 年 5 月提出計畫修改，目
前已修改完成正在執行中。 

3.仁愛鄉公所因送變更時間計畫，因此耽誤
計畫執行期間。 

(二)高雄市： 
1.月眉永久屋文創產業特色工坊輔導計畫招
標案於 101 年 1 月 20 日上網公告，101 年
1 月 31 日開標亦無廠商投標，2 月 2 日第
二次上網招標公告，2 月 7 日開標亦無廠
商投標，2 月 9 日第三次公告，2 月 14 日
開標，2 月 22 日召開評選，3 月 8 日議價
及決標，3 月 15 日簽約，委由社團法人臺
灣原鄉產業發展協會承辦。4 月 16 日原住
民文化創意產業人員培訓開班上課。5/16
辦理 CI 視覺意象設計座談會。 

2.「三黑掏金、再造茂林」計畫已於 101 年
4 月 25 日與得標廠商簽訂契約，契約期限
至 101 年 7 月 15 日，因此進度落後。 

(三)屏東縣： 
1. 3 件計畫已被註銷；因梅雨、颱風等天氣
因素影響，導致執行期程延誤，部分計畫

未達原定目標，請檢討改
進：請主政單位加強督導
發包之縣市政府，儘速完
成工作，以確保各重建區
原鄉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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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辦理簽核中。 
2.有部分計劃提出計畫案修改，目前尚在執
行修改當中，導致進度延誤及落後。 

(三)嘉義縣： 
1. 6 項計畫因 101 年度活動經費逾 5 月底鄉
公所無相關預算金額可先行代墊，待經費
款項撥入後在行撥付，因此延誤計畫執行。 

2.部分計畫修正與梅雨、颱風等天氣因素影
響，導致執行期程延誤，其餘計畫加速進
行與核銷中。 

3.農業生產設施正辦理採購當中。 
4.陪伴計畫於 100年 12月 8日與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社區永續發展協會簽約，刻依採購
契約書、工作計畫書執行，並且於 101 年
5 月 17 日召開期初成果報告審查會議。 

(五)台東縣：  
1. 11 件計畫已被註銷；其餘提報計畫部分內
容不符補助要點，經多次修正，目前依計
畫進度確實執行。 

2.有部分計畫擬定修改計畫書，已於修改完
畢後正執行當中。 

3.生態觀光之旅遊營建發展因承辦人異動頻
繁，鄉公所已規劃中，加速辦理；此案採
勞務、財物分開採購，目前勞務部分已著
手進行本鄉之資源調查；財物部分已與廠
商洽談中。 

4.復興商圈一案執行至今已與監造廠商進行
多次之計畫內容修改及檢討，待廠商預算
書確定後，將進行工程之招標與發包。 

5 
農田流

失回填 
重建會

(產業
1 

進度

控管 
農田

流失
4 - - 

4 處農

田流失

重建會： 
一、遭莫拉克颱風侵襲造成農田流失、埋沒

全省有南投(22 公頃)、臺南(155 公頃)、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有明顯之績效產
出，主政單位應持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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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處) 
回填

(處) 
回填已

完成 
屏東(50 公頃)及台東縣(215 公頃)等 4
個縣市，合計 442 公頃。 

二、辦理情形： 
(一)南投縣：信義鄉陳有蘭溪明德堤旁防沖

段流失農地面積約 22 公頃，經濟部水利
署第四河川局於施作堤防時，已將流失
部分利用河川疏濬砂土填復約 78 萬立
方公尺，並於 100 年 6 月 30 日填復完成
經鑑界後復耕。 

(二)臺南市：農地流失地區主要位於臺南縣善
化區六分寮、東勢寮段，面積 155 公頃，
經濟部水利署及臺南市政府已辦理砂土
回填完成。農水路修復工程部分，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臺南市政府辦理，業
已完成。目前東勢寮段面積 16 公頃，由
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辦理回填沃土
作業，已於 100 年 7 月底完成復耕。 

(三)屏東縣：屏東縣遭受颱風侵襲地點主要位
於高樹鄉舊寮段，流失面積約 50 公頃，
經濟部水利署第七河川局辦理該區疏濬
工程，已完成回填農地流失 200 萬方，
及利用鄰近賸餘土方再填復 50 公分沃
土，農地沃土 27 萬方填復已完成，於 100
年 3 月 27 日舉辦舊寮堤防竣工典禮暨農
田復耕活動，為 4 處農地流失第 1 個完
成農地回填復耕的農地。 

(四)台東縣：台東縣太麻里鄉農田流失面積約
有 215 公頃，金峰鄉流失 6 公頃，本區
不需回填，已整地，於 100 年 5 月底交
耕復耕。太麻里鄉(溪底段)流失約 99 公
頃，於 101 年 1 月 18 日全部交耕完成。
其餘非重劃區部分 61 公頃，由台東縣政

剩下未完成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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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辦理簡易農水路復建，俟完成後即可
復耕。於台東縣鹿野鄉和平部落(20ha)
俟鄉公所及縣政府完成農水路建設後，
已於 101 年 4 月 18 日交耕，台東縣政府
卑南鄉嘉豐段部分(30ha)，目前由縣政府
進行整地作業，預定 8 月底完工。 

三、效益：98 年莫拉克風災造成農田流失、
埋沒面積 492 公頃，本會督促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經濟部水利署及各縣市政府
暨相關單位積極投入農田流失、淹沒、
回填、清淤、農水路復建工程及後續復
耕等作業，預計於 101 年 8 月底即完成
所有農地流失填復、農水路復建工程等
事宜，以儘速讓農民恢復生產，完成重
建工作。 

 
農委會： 
一、4 處農田流失已回填並陸續交耕。 
二、台東縣太麻里農地重劃區農水路復建工

程目前工程進度約 99%，僅餘部分新增
版橋工程因配合自救會陳情反映新設，
預計 101 年 8 月底完工驗收。 

6 

重建石

斑魚產

業，協

助養殖

漁民復

養並拓

展外銷

市場 

農委會 1 
統 計
數據 

石 斑
魚 出
口值 
( 億
元) 

10 
(當年 1
～6 月

合計) 

28 
(當年 1
～12 月

合計) 

20 
(當年 1
～6 月合

計) 

25.4 
(本會
漁業署
初步統
計值) 

一、石斑魚為外銷導向產業，主要以活魚運
搬船運搬至香港及大陸地區，農委會漁
業署每月均統計出口量(值)，提供關稅
總局加入以「空運方式」搬運之石斑活
魚及魚苗，故以出口值作為衡量指標，
有效反應產業重建情形，關稅總局當月
份資料會於 2-3 個月後才確定，101 年
4、5 月份資料為海關初步統計資料，6
月份為本會漁業署初步統計值。 

二、初步評估已達成目標值。 

績效良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達成目標值，石斑
魚復育已有明顯之績效產
出，主政單位應持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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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重建預算執行情形--特別預算整體 

 

 

 

 

 

 

 

 

 

 

 

 

 

附表 2：特別預算執行落後原因分析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