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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工作以興建永久屋安置受災民眾作為政策主軸，並積極結合民間團體

力量來推動，政府提供土地民間團體蓋屋，截至 2012 年 2 月底止，已陸續完成 30 處基地，興建

3,045 間永久屋，受益人數超過萬人。另為幫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復安定生活，

行政院重建會提出「彩虹永續社區」的概念，全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

等需求。本文記載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政策形成過程及執行成果，並整理此次家園重建創新作

法，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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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manent housing policy” for resettling disaster survivors have been the pivotal policy of post-

Typhoon Morakot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bove all, the government collaborates closely with the 

var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to engage in, and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the land for 

permanent housing and removing regulatory barriers so as to speed up the NGOs’ constructing permanent 

houses. By February 2012, 3,045 units of permanent houses have been completed, with over 10,000 

beneficiaries. Furthermore, to help the residents of permanent houses to start a new life in a new social spac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Colorful Sustainable Community” concept in the spirit of the Special Act was 

initiated by the Reconstruction Council. All efforts will be given to supporting residents’ liv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inheritance need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accomplishments, and innovation i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fter typhoon Morak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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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天然災害日益頻繁，極端氣候引發之複合型災害規模

超出歷史經驗，不但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威脅，也考驗政府面對救災與重建的策略及執

行力。

臺灣地處亞太地區，依據 2010 年 10 月初聯合國提出的報告指出，亞太地區是全球天災的「高

頻率區」，全球 70% 的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於此，而氣候變遷的結果，將使該地區未來受天災侵襲

的可能性及程度加劇。而臺灣在近百年來平均氣溫上升了 0.8℃（全球則上升是 0.74℃），平地平

均氣溫上升了 1.2℃，大都會區更上升 1.4℃；降雨日數在四季明顯減少，但單日降雨量增加，豪

大雨日也增加，整體降雨型態有極大改變。另外，因地理與地質因素，臺灣的地震及颱風發生頻

繁，災害（土石流及洪泛）潛勢地區遍及全島，極端氣溫與降雨將加劇災害發生之頻率及規模（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回顧 2011 年，世界各地災情頻繁，大型的複合性災害持續發生，

使各國蒙受重大生命財產損失，包括：日本 311 大地震、泰國水患、美國龍捲風及水災、澳洲洪水、

紐西蘭震災……等，均造成重大傷亡及經濟損失。我國雖幸未發生大規模災害，面對未來可能發

生的嚴峻挑戰仍不可掉以輕心。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是臺灣近百年來最大的颱風災害，造成臺灣死亡及失

蹤 699 人，房屋毀損不堪居住 1,766 戶。災害發生後，政府第一時間即全面啟動應變救災機制，另

一方面公私部門針對危險地區受災民眾，提供緊急安置，最高峰時期計開設 158 處緊急收容所，

收容人數最高達 8,189 人。

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工作以興建永久屋安置受災民眾作為政策主軸，並積極結合民間團

體力量來推動，截至 2012 年 2 月底止，已陸續完成 30 處基地，興建 3,045 間永久屋，受益人數超

過萬人。另為幫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復安定生活，行政院重建會提出「彩虹

永續社區」的概念，全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圖 1）。

面對此一世紀大災難，最難能可貴的是政府部門結合慈善團體、民間企業及受災民眾自己的

力量共同努力，不分黨派、宗教、族群，攜手重建家園。本文特別簡述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

政策形成過程及目前成果，供各界參考。

貳、莫拉克颱風災害概述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莫拉克颱風於 98 年 8 月 5 日 20 時增強為中度颱風，7 日 23 時 50 分左

右在花蓮市附近登陸，8 日 14 時左右在桃園附近出海。莫拉克颱風具不對稱的特性，颱風中心所經

過的臺灣北降雨較少，反而在南部地區因莫拉克颱風和西南氣流輻合，累積雨量即接近全年平均雨

量的 80%，尤其阿里山地區 24、48 及 72 小時累積雨量分別為 1,623.5 毫米、2,361 毫米及 2,747 毫

米，為臺灣歷年之冠，逼近世界降雨量極值（如圖 2），總計造成臺灣死亡及失蹤 699 人，重傷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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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毀損不堪居住1,766戶。颱風影響範圍，行政院公告莫拉克颱風災區共11個縣市計175個鄉（鎮、

市、區），98 年 8 月設籍戶數及人數，分別為 287.5 萬戶及 916.6 萬人。其中水災、坡地及河川災

害等，全臺受災戶數共計 146,739 戶，受災人數共計 510,668 人，淹水 50cm 以上戶數及人數，分別

為 140,423 戶及 491,477 人。經彙整莫拉克災損估計 1,998.3 億元，其災損規模約 98 年國內生產毛額

之 1.6%（陳振川，2011）。

圖 2　莫拉克颱風累計降雨量及重災區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與行政院重建會整理（陳振川，2011）。

圖 1　高雄縣甲仙區五里埔小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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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永久屋安置政策

一、政策擬定過程
回顧 921 大地震之後，多數災民住在帳篷，為因應當時的迫切需要，政府與民間蓋了數千戶的

組合屋來安置災民。雖暫時解決受災民眾住的問題，但之後土地徵收、地目變更等行政程序處理十

分棘手，時間一久也因住屋殘破而衍生許多環境衛生及建築安全問題，需再耗費龐大的經費處理，

除影響了後續整體的重建規劃外，在九二一震災重建特別條例 6 年適用期結束後，組合屋的拆除執

行工作也造成地方政府很大的困擾。

同時，部分民間 NGO 團體也認為 921 地震發生時，災民以漢人居多，他們多從事商業工作或有

穩定工作，留有部分積蓄，只要提供短期的組合屋，等原地清理乾淨，就可以返回故居重建家園。

但是莫拉克風災受災的多是靠山吃飯的民眾，災難發生後家的土地沖走了，賴以為生的田園也不見

了，因此，興建永久屋是一項必要的選擇。另根據慈濟基金會海外援建的經驗，永久屋興建工期並

不長，且可以將有限之捐款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

為積極協調受災民眾安置事宜，行政院劉兆玄前院長在電話中與民間臺灣世界公民總會（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團體溝通由政府提供土地及公共設施，NGO 團體興建永久屋的理

念，在雙方均有共識的情況下，旋即指示相關單位協商執行細節。

2009 年 8 月 19 日行政院重建會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行政院薛香川前秘書長提出「結合政府

與民間力量推動災民安置計畫」報告；2009 年 8 月 25 日內政部召開「研商辦理『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及遷村』慈善及社會團體認養相關事宜」會議，擬訂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採

政府與民間協力造屋方式辦理，也就是政府提供土地及辦理相關行政程序，再交由各慈善團體認養

永久屋之興建細節；2009 年 8 月 27 日劉前院長主持行政院重建會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更明確裁示：

「目前提供的多元安置方式，如果有災民認為不適合，可以另作選擇。災民的中長期安置以永久屋

為原則，除非情況特殊，才以組合屋安置。」；2009 年 8 月 29 日行政院重建會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

劉前院長再次強調：「災民安置原則以永久屋為優先，組合屋為輔」。

2009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邀集慈濟基金會協調杉林大愛園區援建事宜，9 月 5 日另邀集世界展望

會與紅十字會等民間團體、企業界、高雄縣和屏東縣災民代表等，洽商民間團體認養興建組合屋、

中繼屋或永久屋之協定，其主要協調分工結果：慈濟在高雄縣等地區蓋永久屋，紅十字會負責五里

埔（小林）以及嘉義縣等地區，而世展會主要是負責臺東縣及屏東的瑪家、牡丹等地。

劉前院長對於永久屋政策的重要裁示還包括：「房屋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權可繼承，但不可出售。

原來山林（受災地）未經同意或未取得共識不會徵收，土地不會再作其他用途」；「只要安全的地

點均可評估作為重建位址，請內政部儘可能在一個月內完成勘查」。此外，劉前院長並提出商請民

間團體加強與安置災民溝通，邀請企業加入安置災民後續各項輔導，以及中央與地方政策儘速研商

簡化興建永久屋行政程序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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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基地之推動由行政院編列經費及透過制定法令突破相關行政程序，快速取得土地提供援

建團體興建永久屋，並負責支應公共設施、維生管線等相關經費，地方政府則負責核配資格認定、

加速相關建管程序及後續維護管理，另由慈濟基金會、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張榮發基金會、法

鼓山基金會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等 6 個慈善團體在政府協調下分區共同推動，透過協力合作，共同打

造受災民眾的新家園，並建立政府與民間單位成功合作的模式。

永久屋興建的房型基本上為雙併 2 層樓結構，一般僅需約 4 個月工期即可完成，但若涉及開發計

畫、興辦事業計畫、土地取得、地目變更、建照申請、經費籌措、工程發包及公共工程、維生管線、

永久屋建築同時施工所產生界面管理等問題，將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行政院重建會基於協調、整合

及推動重建工作之職責，以一基地一專案的模式組織工作團隊管控推動，截至 2012 年 2 月底止，合計

主動召開 637 次專案會議（含興建中基地），逐步克服阻礙，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永久屋基地興建。

以高雄市慈濟大愛園區基地為例，由於永久屋用地屬臺糖公司所有，原先多為農牧用地，為儘

速完成用地變更之法定程序，以利申請建照興建永久屋，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績效良好之工程顧問公

司，於最短時間內製作完成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書，而縣府亦儘速依重建特別條例，組成聯席審查

小組，並以最快速度完成開發許可及用地變更、土地徵收之相關作業，使得原本短則 1 年，慢則 2

年之開發許可審議案件，縮短至 2 個月內即完成相關法定程序，並使慈濟基金會由遞件申請到取得

建照，僅耗時 52 天。在該會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努力下，以短短 88 天的時間完成 601 間永久屋並取

得使用執照，讓 501 戶受災民眾得以在 2010 年 2 月 11 日農曆年前搬家入厝，立下此次家園重建工

作重要的里程碑，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效率可謂史無前例。

當時，另有部份受災民眾主張，先以中繼屋安置，再慢慢思考未來何去何從，2009 年 11 月 25

日行政院吳敦義前院長於行政院重建會第 8 次委員會議表示：「永久屋已經提供很好的地點，中繼

屋我們沒有完全排除，一旦開放同時讓居民選擇要先住三年中繼屋，再決定要不要遷至永久屋，政

府無法負擔兩套的土地、資金、人力、資源」。

事實證明，各民間慈善團體依規劃需求戶數認養興建永久屋後（表 1），執行迄今已有部份團

體籌募經費用罄情形。當時若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等將善款優先投入中繼屋興建，不但排擠永久

屋的備選建築基地，更可能致使近1/3永久屋無法興建，無法滿足實際需求，造成整體政策執行困難。

而組合屋、中繼屋均屬臨時建築，一段時間後即需依法拆除，也會造成資源浪費。

二、政策擬定過程
行政院在制定重建法源時，即已將家園重建重要準則納入相關法條，明確指出需尊重原住民與

原住居者族群與文化的要求。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下簡稱重建特別條例）第 1 條：

「……重建地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並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辦理」；第 2 條：「災後重

建應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並應尊重多元文化特色」；第 20 條：「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

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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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臚列相關家園重建相關原則如下（陳振川，2011）：

（一）基本原則

1. 以「安全」為家園重建第一優先考量：視受災程度、災害頻率及居民意願，提供優惠且多元

方式供居民選擇原址重建、修復、遷居或遷村。

表 1　已完成永久屋基地一覽表
市縣 基地名稱 興建間數 土地來源 援建團體 專案會議次數

       南投縣 長利園社區（詳見圖 3）      18 公有地 張榮發基金會     6

新信義之星      29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8

永豐段基地      21 公有地 紅十字會     9

神木社區    118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13

       雲林縣 東興社區      28 公有地 法鼓山基金會     8

       嘉義縣 日安社區 1 期      90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14

日滿社區      42 公有地 紅十字會     8

日安社區 2 期       86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32

日好社區      26 公有地 紅十字會   32

       臺南市 玉井大愛園區      26 臺糖 + 私有地 慈濟   9

       高雄市 杉林大愛園區 1 期    756 臺糖公司 慈濟   16

杉林大愛園區 2期 （詳見圖 4）    250 臺糖公司 慈濟     6

小林社區      90 公有地 + 私有地 紅十字會   25

日光小林社區    120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23

龍興段      17 私有地 法鼓山基金會   22

       屏東縣 禮納里第 1 期    319 臺糖公司 世展會   26

禮納里第 2 期    164 臺糖公司 世展會   26

長治百合第 1 期    164 公有地 慈濟     9

長治百合第 2 期    106 公有地 紅十字會（70）
長老教會（36）

  12

高樹鄉新豐村        8 公有地 慈濟     0

中間路第 1 期      24 公有地 世展會   13

中間路第 2 期      21 公有地 世展會   13

新來義第 1 期    232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27

吾拉魯滋    118 臺糖公司 紅十字會   22

舊高士部落      22 公有地 世展會   16

新來義第 2 期      56 臺糖公司 慈濟     3

       臺東縣 太麻里德其段      33 公有地 世展會     9

舊大武國小      31 公有地 世展會   13

賓茂國中基地      15 公有地 世展會   21

嘉蘭 2 永久屋      15 私有地 世展會     8

       合計 30 處 3,045 44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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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建工作以社區需求為主，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讓社區在文化脈絡、自然環境永續發展，

全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

3. 原住民遷居地保存既有文化內涵及生活習性。

4. 中央、地方、民間通力合作：善用政府與民間資源，建立中央與地方同舟共濟精神與合作夥

伴關係，加速完成重建工作。

5. 企業參與家園重建，建立低碳生態智慧及產業示範社區：結合企業社會責任與新興科技示範

推廣概念，將重建區建立為全國低碳生態智慧及產業示範區。

（二）民眾參與

家園重建過程就是社區或部落重建過程，也是社群團體重建的文化脈絡，應確保民眾意見可充

分表達：

1. 遷居（村）重建地點的選擇，應充分尊重災民意見及其選擇意願，經過社區、村里或部（聚）

落等各種形式會議討論，使災民了解原居住地安全及遷村重建替選基地的優缺點，並在資訊

充足下作出決定。

2. 社區配置之規劃方案、社區公共設施之配置及設計、家屋建築設計應充分尊重災民意見及其

選擇意願，透過各種形式會議，使居民瞭解未來社區規劃配置及周邊環境關係，並展現（原）

住民文化及特色。

（三）尊重原住民族與多元文化

1. 2009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重建會函頒「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遷村推動原則」，明定遷

村地點選定之優先順序原則為 (1) 離災不離村；(2) 離村不離鄉；(3) 集體遷村至離鄉最近之適

當地點，但以上之遷村或重建方式，必須建立在聚落安全為基礎。

2. 2010 年 8 月 31 日行政院重建會第 17 次委員會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集體遷

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針對原住民族社會（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之特殊性，

基於多元、平等、尊重之原則，推動原住民部落集體遷村。

（四）永久屋設計原則

1. 本次風災重建優先由民間慈善團體興建捐贈，為免其規模標準懸殊，造成分配困擾，協調住

宅單元採透天式，面積區分為 A 型、B 型及 C 型三種。

(1) A 型：容納 2 人以下家庭，單元自用面積以 14 坪為上限。

(2) B 型：容納 3 至 5 人家庭，採 3 房設計，單元自用面積以 28 坪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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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型：容納 6 人以上家庭，採 4 房設計，單元自用面積以 34 坪為上限。（自用面積不包含

陽臺、樓梯間及屋頂突出物）

2. 以「簇群住宅」單元發展為原則，配合建築量體及外部空間，塑造符合親切人性尺度的鄰里

互動空間。

3. 遷居（村）基地之配置規劃，應妥為規劃興建相關無障礙設施，以利身障災民日常活動需求。

4. 建築造型及使用材料，應融合當地自然、人文、景觀等特性。

5. 應導入綠建築設計理念，以落實節能減碳、資源再利用之綠色內涵精神。至少應達成日常節

能、水資源、綠化及基地保水指標。

6. 建築器材設置參考 97 年 8 月 6 日行政院核定之「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相關規

定，落實全民節能減碳行動。

圖 3　南投縣水里鄉長利園社區

圖 4　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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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久屋興建成果
永久屋政策是這次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的主要核心，一開始即以一次到位的永久屋為主軸，透

過特別條例簡化土地取得、開發許可等行政程序，並借重民間團體的彈性與效率興建永久屋，在公、

私部門的全力合作，災後不到半年即完成興建 611 間永久屋，災滿 2 周年（2011 年 8 月）時即完成

2,946 間，截至 2012 年 2 月底止，已陸續完成 30 處基地，3,045 間永久屋，效率空前，體現政府安

置受災民眾的努力與決心。

肆、創新作法加速推動

一、法規鬆綁
為加速重建工作推動，制定重建特別條例時即排除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水土保持法等相

關法規限制，各主管機關並依據重建特別條例頒佈相關子法或作業要點，始能讓實際執行的公務員

有所依循，並突破相關法令限制（顏久榮、洪筱君，2011）。例如：

特別條例第 20 條：「為安置災民興建房屋及前項被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遷村、安置所需之土

地，得徵收或申請撥用。取得公有土地後之處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土地法第 25 條及地方

公產管理法規之限制。政府如已依第七條規定負擔貸款餘額者，於辦理徵收時，徵收價額應扣除該

貸款餘額。……依第三項規定徵收土地，得免經協議價購程序；其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者，無優先

購買權之適用。」

特別條例第 21 條：「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合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

於一定規模以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者，

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限制；其環境保育對策、一定規模、安全無虞之認定原則、不受有關法

規限制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前項土地為公有或公營事業

機構所有者，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得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供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

間單位興建房屋安置災民；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無償移轉房屋所有權予災民者，免徵契

稅。該無償移轉之房屋，免徵災民之綜合所得稅。」

二、安全評估與劃定特定區域
依據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

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

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安全評估及劃定特定區域係核配永久屋之重要先行程序，2009

年 9 月 6 日陳振川副執行長奉命立即協調相關機關與陳宏宇、林銘郎等專家學者，展開災區安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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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與劃定特定區域工作。內政部依據特別條例於 2009 年 9 月 7 日發布「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

域安置用地勘選變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辦法」（溯至 98 年 8 月 30 日生效），完成法制作業。

自 2009年 9月至 2009年 6月期間，安全評估調查聚落分布於臺中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屏東縣、臺東縣等，共辦理 291 處，評估結果顯示 136 處為安全狀況（含

有條件安全），155 處為不安全狀況（表 2）。

為加速辦理災區劃定特定區域，俾依法啟動對災民之協助與安置作業，行政院重建會遂於 2009

年 11 月 6 日訂定「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作業要點，成立跨部會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及工

作小組，由陳振川副執行長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並立即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2009 年 11 月 6

日至 2009 年 7 月 14 日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12 次（含 1 次臨時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 16 次，此期

間行政院重建會會同各相關單位辦理特定區域說明會115場次、實地勘查及審議160處、諮商160處，

完成 160 處辦理劃定作業，包括 98 處特定區域及 62 處安全堪虞地區（表 3）。

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剛開始辦理過程初期，因為部落共識不足、資訊不足、訊息來源紊亂，原住

民對土地情感等因素，原住民擔心一旦被劃定為特定區域，就不能在該地居住，並被迫離開原居住

地等，因此產生許多的不滿與衝突。

2009年 11月 25日第 8次重建委員會當日，魯凱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小林平埔族等災民，

以及社運團體至行政院陳情反對劃定特定區，認為「草率劃定特定區域，會讓原住民『失去永遠的

家』！」。另外，2009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劃定特定區域工作小組前往屏東霧臺（佳暮、阿禮、

吉露及好茶）、三地門大社及來義鄉、高雄桃源勤和與東莊，每一行程均遭部分原住居者以及社運

團體攔路，12 月 10 日與 12 月 12 日行程且更被阻擋，為了捍衛部落完整，不讓政府進入部落勘查。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更於 2010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災滿周年期間，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

道舉辦「反迫遷、反分化、守護原鄉，八八週年夜宿凱道行動」（詳見圖 5）。

分析這些反應的主要原因，係原住民族對土地的強烈情感，不願遷離或希望就近安置，也擔心

劃定特定區後權益受損，另部落就安置與否內部意見分歧，仍需時間協調。特定區域劃設的主要目

表 2　安全評估結果表
地區 安全 不安全 合計

              原住民地區                           46                           59 105

              非原住民地區                           90                           96 186

              合計  136  155 291

註：非原住民地區多屬散居戶

資料來源：陳振川，2011。

表 3　災區劃定特定區域情形表
地區 劃定作業 特定區域 安全堪虞

              原住民地區                           62 26 36

              非原住民地區                           98 72 26

              總計  136 98 62

資料來源：陳振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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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依法啟動對災民之協助與安置作業，過程雖迭遇阻礙，行政院重建會仍秉持耐心加強與原住民

朋友溝通。首先製作劃定特定區域說明書，以 QA 的方式說明居民疑慮，強調劃定機制是為啟動對

災民的協助與安置，不影響居民依現有法律規定之權益，說明書並分送受影響原住居者，表達善意

並化解族人疑慮。另外，行政院重建會會同原民會、農委會等相關部會、鄉鎮公所等單位，辦理劃

定程序及相關作業說明會共計 115 場次，與居民溝通。

政府劃定特定區域作業充分尊重災民遷徙與居住自由，以特定區域劃定結果觀之，在原住民地

區經認定為不安全者計 62 處，有 26 處劃為特定區域，其餘 36 處則因原住居者不同意劃設特定區域。

政府尊重民眾意願，但仍需讓民眾瞭解該處為安全堪虞地區，並協助有意願遠離危險地區之居民，

獲得適當之安置。故重建安置之作法，均是徵得大多數當地原居者的同意，絕無強制劃定特定區域，

或是進行強迫遷居、遷村的做法。

三、政府提供安置土地及經費
莫拉克颱風災後，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即協助縣市政府辦理長期安置住宅基地初勘作業，

優先選用安全無虞之公有或公營事業未利用土地，並考量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及人

為設施容受力、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完備性、受災地區之族群、宗教、習俗、文化、

生活、社經組織形態、產業、就業、就學因素及居民遷居意願等因素，現勘篩選出 76 處評估適宜供

各縣市納為災民安置的候選基地。

確認基地安全後，各地方政府即依據民眾意願，選定適當地點進行開發計畫、興辦事業計畫等

行政程序，並會同 NGO 團體規劃房屋配置及道路、滯洪池、維生管線等公共設施，由政府部門負責

基地內外公共設施施作，NGO 團體負責興建永久屋，亦有部分基地由政府補助部分公共設施經費，

委託 NGO 團體一併施作，以減少界面，加速工程進行。

      2009.12.10 高雄桃源                                                   2010.8.6 臺北凱達格蘭大道

圖 5　特定區域民眾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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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規劃興建永久屋基地共 41 處，3,439 間永久屋，截至 2012 年 2 月底止，已陸續完成 30 處，

3,045 間永久屋，除 2 處（嘉義縣 152 林班地及高雄市 38 甲地）尚在安全評估的山區基地外，其餘

預計可於今（2012）年 5 月底前完成。政府部門與援建慈善團體也已分別在基地公共設施建設上，

投注相當可觀的經費。

政府以撥用公有地、徵收或價購私有地之方式取得永久屋基地土地共 216.52 公頃，其中公有土

地無償提供 57.23 公頃，土地徵收 159.25 公頃，徵收補償費逾 16 億元。另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如電

力、自來水、整地排水、汙水處理、景觀等各項工程，政府部門投入經費已逾 59 億元，預計 41 處

基地全數完成將投入超過 67 億元經費。

民間慈善團體在災後援助興建永久屋，除主體的房屋建築費用已逾 62 億元外，與政府部門分攤

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經費也已超過 4 億元，預計 41 處基地全數完成將投入超過 70 億元經費。

綜上，政府與民間投入公共設施與房屋建築成本經費超過 137 億元，估算每間永久屋（含公共

設施）興建費用平均約為 400 萬元。

四、原住民部落集體遷村安置
本次永久屋安置對象多數屬原住民族人（佔災民總人數 70% 以上），具有不同社會組織脈絡與

文化背景，安置過程中，政府為維持原住民族社會（部落）組織之完整性及文化傳承，避免部落切

割或分離，以利於異地重新發展出完整之部落文化、生活及產業系統，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及「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之立法精神，訂定「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民間

興建永久屋方案」。

該方案訂明莫拉克颱風災後經核定為特定區域或安全堪虞地區部落，經部落會議或村里民大會

集體決議等機制表達遷村意願，且申請永久屋之戶數占上述區域（或聚落、村）總設籍戶數之百分

之八十以上者，不符永久屋申請資格居民除重複申請、未設籍且無居住事實、夫妻分別申請等明顯

不合理者外，可透過租用、先租後售或訂價出售等方式取得永久屋。

2012年2月底止，已有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霧臺鄉好茶村、阿禮村、吉露村、牡丹鄉高士村、

石門村、泰武鄉泰武村、瑪家鄉瑪家村等 8 個集體遷村部落透過部落會議取得共識，並已通過申請

214 間永久屋，將有約 750 位原住民族人免於因部落切割而與部落文化生活分離。2011 年 12 月 25

日好茶、瑪家、大社 147 戶遷村戶，已入住禮納里（Rinari）部落基地（詳見圖 6）。

五、推動彩虹永續社區
「屋」只是一個遮風避雨的處所，「家」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雖然永久屋興建已告一段落，

居民並陸續搬遷入住，但政府除了要解決住的問題，同時對於教育、文化及產業乃至於社區公共設

施均要一併考量，社區若無完整的規劃，將來成效會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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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復安定生活，行政院重建會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

發表「家園重建的全方位思考――永續社區之發展」專題講座，首度提出「彩虹永續社區」的概念，

全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宗教及文化傳承等需求，期待地方政府以全方位思考家

園重建，協助建立新社區基本生活機能公共設施，再現部落環境景觀與文化意象，並對新居地所面

臨之各項問題做整體規劃思考，建構未來社區自主發展的永續藍圖。

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之階段性作法及規劃，包括以區域計畫概念將永久屋基地周邊腹地、鄰近

產業特性等因素，納入整體區域規劃發展思考，以因應永久屋基地各項文化、產業、生活、就業多

項目標之需求，實現「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之社區永續願景。行政院重建會除尋求民

間企業協助發展基地各項文化及產業重建工作外，亦協調相關部會導入資源，俾政府與民間資源相

輔相成，期許地方政府工作圈運作要有效率，強化永久屋新社區各項生活機能，讓永久屋不只是居

住的房子，而一個甜蜜的家園（陳振川、劉敬宗，2011）。

「彩虹永續社區」包括產業、就業、社造、就學、文化、族群、生活等七大面向（永久屋基地

內校園重建成果詳見圖 7），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尊重多元文化特色，

協助社區建立基礎功能，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營造比以往更安全、更具特色的居住環境。

以國內規模最大的高雄杉林大愛園區為例，該基地由慈濟基金會援建，已完成 1,006 間永久屋

興建，居民並已陸續入住，目前已完成安息日教會及大愛布農教會 2 座教堂、兼具佛堂功能社區活

動中心、希望廣場、平安廣場、民族大愛國小、污水處理廠、社區教室等設施，亦將由政府新增原

住民文化廣場、綜合活動中心、及商業中心等設施，預計可在 2012 年底前完成。屏東縣瑪家鄉禮納

里部落是第一個遷村型基地，安置瑪家、好茶及大社 3 個部落，由世界展望會援建，已完成 483 間

永久屋興建，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入住，也是屏東縣戶數最多的安置基地，區內除張榮發基金會援

建的長榮百合國小外，另有 3 處各具特色的部落活動中心及廣場、9 處造型各異的教堂及 1 處產業

發展中心，均尚在施工中，預計可在 2012 年底前完成（詳見圖 8、圖 9）。

圖 6　屏東縣禮納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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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吾拉魯滋基地―泰武國小                                    高雄杉林大愛園區―民族大愛國小

圖 7　永久屋基地內校園重建成果
 

圖 8　屏東禮納里部落永續社區規劃圖

    瑪家村部落廣場                                                               好茶村天主堂   

圖 9　屏東禮納里部落永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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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整合並達成永久屋基地為安居樂業之永續社區目標，行政院重建會也特別推動卜拉米

（Pulami）專案（卜拉米為排灣語，代表豐收、豐饒之意），就目前已入住 8 個大型永久屋基地成立

工作小組，協助盤點並整合現階段各基地需求及亟待解決事項，嚴密緊盯各項工作推動細節，期能有

效整合相關部會資源，積極督促永久屋基地各項工作之落實執行，戮力達成重建永續家園之目標。

另外，為了營造別具原民特色永久屋基地，行政院重建會協調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民眾自行美化

家屋外觀，基地內隨處可見原住民族人發揮創作巧思，展現新部落與原鄉情感的連結。永久屋基地

之文化環境重建，採「部落自主規劃」、「部落人做部落事」的手法進行部落風貌、文化地景、建

築倫理等家園重建工作，找回部落傳統工法及社會凝聚力，除增添永久屋之文化豐富性及多樣性外，

亦可為部落遷村史留下記錄。而原住民族天生似乎個個都是藝術創作家，運用彩繪技巧，憑著腦海

中的記憶，把家鄉的美景，整幅搬至新家重現。另也有住戶運用漂流木、家鄉的石頭石板、自家山

上生產的竹子，甚至是檳榔樹幹為裝飾元素，在住戶巧妙的構思與運用下，將家屋營造的別有一番

新風貌，也為新部落注入深度的文化意涵（詳見圖 10）。

伍、結語

災後重建在國際關懷與國人無限愛心的支持下，政府結合企業、NGO 與災民積極投入重建，展

現出國人面對世紀大災難時，發揮堅忍毅力，相互關懷扶持的軟實力。

「效率」、「尊重」與「創新」是此次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之特色，在效率方面，政府與立法

院迅速啟動各項立法、經費編列及重建組織運作，並明快決定採用永久屋為主軸的安置政策，於 2

年內完成近 9 成永久屋安置受災民眾。在尊重方面，對於國土環境採尊重自然與保育策略，並依重

建特別條例精神，尊重部落及個人遷居自主意願，更以尊重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

生活方式進行重建。在創新方面，家園重建採結合政府、NGO 與企業合作模式進行，並積極推動彩

虹永續社區構想。

圖 10　建築文化語彙美化家屋成果（屏東禮納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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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建立只是生活的開始，心定了，接下來的食衣住行育樂各面向的需求將一一浮現。

展望未來，政府將持續協助永久屋基地朝「彩虹永續社區」的概念發展，以安居為先，並強化樂業，

全面關照居民之就業、產業、就學、文化、生活、族群、心靈、宗教信仰，讓永久屋基地成為多采

多姿、多元文化傳承及世代發展的彩虹永續社區，也讓「新居」成為「新家」，更進一步成為「新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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