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周年周年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周年周年

重建重建‧‧安居安居‧‧樂業樂業

陳振川陳振川 執行長執行長

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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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nter Position at 20:00



我們所面臨的挑戰我們所面臨的挑戰我們所面臨的挑戰我們所面臨的挑戰

氣候異常 超大豪雨 國土環境變化大氣候異常 超大豪雨 國土環境變化大 氣候異常、超大豪雨、國土環境變化大氣候異常、超大豪雨、國土環境變化大

 土石崩落、河道擴大、河川土石積高土石崩落、河道擴大、河川土石積高 土石崩落 河道擴大 河川土石積高土石崩落 河道擴大 河川土石積高

 橋梁毀損、路基崩塌、邊坡滑動、堰塞湖橋梁毀損、路基崩塌、邊坡滑動、堰塞湖

形成形成

山區攔砂壩淤滿 攔砂功能限縮山區攔砂壩淤滿 攔砂功能限縮 山區攔砂壩淤滿、攔砂功能限縮山區攔砂壩淤滿、攔砂功能限縮

 水庫淤積水庫淤積 ((南化、曾文南化、曾文))、山林儲水功能減、山林儲水功能減 水庫淤積水庫淤積 ((南化 曾文南化 曾文) )  山林儲水功能減山林儲水功能減

、旱澇皆成災、旱澇皆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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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經費計畫與經費計畫與經費計畫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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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架構重建計畫架構重建計畫架構重建計畫架構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98.9.698.9.6重建會第重建會第33次委員會通過次委員會通過

家園重建計畫
(含生活及文化重建)

基礎設施重建計畫
98.11.25

產業重建計畫
98.12.30

98.12.30
第9次委員會通過

協調機關：重建會

第8次委員會通過

協調機關：重建會

第9次委員會通過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內政部、文建會、原民會
、農委會、衛生署、勞委
會、教育部、經濟部等

主辦機關：
交通部、原民會、內政部
、農委會、經濟部、工程
會等

主辦機關：
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
、文建會、勞委會、原民
會等會 教育部 經濟部等會等 會等

地地 區區 重重 建建 計計 畫畫
協調機關 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協調機關 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協調機關：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協調機關：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主辦機關：各災區之縣主辦機關：各災區之縣 ((市市) ) 政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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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預算重建預算重建預算重建預算

重建預算重建預算重建預算重建預算
1,385.461,385.46億元億元((註註))

基礎基礎建設建設
依依

1,050.581,050.58億億
移緩濟急移緩濟急
220 38220 38億元億元

家園重建家園重建

依依
計計
畫畫
分分特別預算特別預算

1 165 081 165 08億元億元220.38220.38億元億元
((匡列匡列354.57354.57億元億元)) 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114.5114.5億億

依類別分依類別分

1,165.081,165.08億元億元

依類別分依類別分

工程類工程類
711.35711.35億億

非工程類非工程類
423.73423.73億億

預備金預備金
3030億億

工程類工程類
151.34151.34億億

非工程類非工程類
69.0469.04億億

註：重建預算總計匡列註：重建預算總計匡列1,519.651,519.65億元，含特別預算億元，含特別預算1,165.081,165.08億元及移緩億元及移緩

濟急匡列濟急匡列354 57354 57億元，移緩濟急實際使用億元，移緩濟急實際使用220 38220 38億元，億元，實際編實際編

711.35711.35億億 423.73423.73億億 3030億億151.34151.34億億 69.0469.04億億

濟急匡列濟急匡列354.57354.57億元，移緩濟急實際使用億元，移緩濟急實際使用220.38220.38億元，億元，實際編實際編
列列1,385.461,385.46億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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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及善款預算及善款預算及善款預算及善款

善款善款 政府預算政府預算善款善款
251 251 億台幣億台幣

政府預算政府預算
1,385 1,385 億台幣億台幣

慈濟：慈濟：46.3546.35億億

紅十字會：紅十字會：41 7341 73億億

特別預算特別預算 1,1651,165億億

移緩濟急移緩濟急 220 38220 38億億紅十字會：紅十字會：41.7341.73億億

世展會：世展會：13.2413.24億億

移緩濟急移緩濟急 220.38220.38億億

其他：其他：149.68149.68億億

總計： 1,636億 (for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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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行情形預算執行情形
 整體整體工程發包及完工情形工程發包及完工情形

預算執行情形預算執行情形

 中央機關：中央機關：

 發包情形：發包情形：截截至至101101年底預定發包標案年底預定發包標案6,7506,750件件，，至至66
月底月底發包率發包率99.90%99.90%。。

 完工情形：完工情形：截截至至101101年底預定完工標案年底預定完工標案6,7506,750件件，，至至66月底月底
完工率完工率 6 %6 %完工率完工率99.67%99.67%。。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發包情形：發包情形：截截至至101101年底預定發包標案年底預定發包標案4,6324,632件件，，至至66
月底月底發包率發包率99.89%99.89%。。99 999 9

 完工情形：完工情形：截截至至101101年底預定完工標案年底預定完工標案4,6324,632件件，，至至66
月底月底完工率完工率99.78%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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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金動支及預算提列準備預備金動支及預算提列準備預備金動支及預算提列準備預備金動支及預算提列準備

 本會本會截至截至101101年年77月已同意月已同意29.9329.93億元預備金需求；億元預備金需求；本會本會截至截至101101年年77月已同意月已同意29.9329.93億元預備金需求；億元預備金需求；
無無支用需要預算，支用需要預算，計計77部會已檢討部會已檢討124.86124.86億元提列億元提列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已核已核

無無無無

家園重建家園重建

重建方案重建方案已核已核
定提定提
列準列準

預備預備
金總金總

無無
支支
用用

無無
支支
用用

已同意已同意29.9329.93億億
元預備金需求元預備金需求

評評
估估
評評
估估

家園重建家園重建
方案方案

列準列準
備備

金總金總
計計
億億

用用
需需
要要

用用
需需
要要

動動
支支
動動
支支

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方案方案

124 .124 .
8686億億

30 30 億億
要要
預預
算算

要要
預預
算算

尚尚可動支為可動支為
0.070.07億億元元

需需
求求
需需
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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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家園

永久屋永久屋永久屋永久屋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
生活生活..心靈心靈..文化文化
綠能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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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永久屋
 永久屋基地管控計永久屋基地管控計4242處、處、3,5443,544間永久屋間永久屋

永久屋永久屋

 預定災滿三周年完成永久屋基地共預定災滿三周年完成永久屋基地共3939處，處，3,4393,439間永久屋；間永久屋；
截至截至77月底止已完成月底止已完成3636處，處，3,2133,213間，完成率間，完成率93.4%93.4%，預計，預計
101101年年88月底前可全數完成月底前可全數完成

 另另33處基地、處基地、105105間永久屋，間永久屋，因安全評估、部落遷村意見因安全評估、部落遷村意見
整合等，整合等，於於101101年年66月後始陸續確認啟動月後始陸續確認啟動，將持續與地方，將持續與地方
政府及政府及NGONGO團體一同努力，團體一同努力，於於102102年年88月底前全數完成月底前全數完成

屏東禮納里屏東禮納里 臺東臺東嘉蘭村嘉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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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投縣
新神木社區新神木社區 (100.8.7(100.8.7落成落成))

長利園社區紅立新邨紅立新邨 (100.1.27(100.1.27落成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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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投縣
長利園社區長利園社區 (99.11.12(99.11.12落成落成))

13新信義之星新信義之星(100.1.27(100.1.27落成落成)) 神木社區神木社區



嘉義縣嘉義縣
山美社區山美社區

日安社區日安社區
日滿社區日滿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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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嘉義縣

日安社區第日安社區第11期期(99.9.12(99.9.12落成落成)) 山美社區山美社區 (101.4.28(101.4.28落成落成))

日安社區第日安社區第22期期 (100.12.31(100.12.31落成落成)) 15日滿社區日滿社區 (100.1.20(100.1.20落成落成))



高雄縣高雄縣
樂樂段基樂樂段基

地地
小林社區小林社區

地地

杉林大愛園區杉林大愛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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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高雄縣

樂樂段基地樂樂段基地 (101.4.21(101.4.21落成落成)) 日光小林社區日光小林社區 (100.12.24(100.12.24落成落成))

17大愛園區第大愛園區第22期期 (100.10.2(100.10.2落成落成))大愛園區第大愛園區第11期期 (99.2.11(99.2.11落成落成))



馬總統與居民春節餐敘馬總統與居民春節餐敘 (101.1.25)(101.1.25)

18
小林入厝感恩餐會小林入厝感恩餐會(101.2.25)(101.2.25) 北極殿安座北極殿安座 (101.5.5)(101.5.5)



屏東縣屏東縣
新來義部落新來義部落 吾拉魯滋部落吾拉魯滋部落

禮納里部落禮納里部落 舊高士部落舊高士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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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屏東縣

新來義部落新來義部落 (101.8.20(101.8.20落成落成)) 吾拉魯滋部落吾拉魯滋部落 (100.8.15(100.8.15落成落成))

20禮納里部落禮納里部落 (99.12.25(99.12.25落成落成)) 舊高士部落舊高士部落 (101.7.30(101.7.30落成落成))



臺東縣臺東縣臺東縣臺東縣

嘉蘭嘉蘭11東東賓茂國中賓茂國中

舊大武舊大武嘉蘭嘉蘭22 嘉蘭嘉蘭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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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武舊大武嘉蘭嘉蘭22 嘉蘭嘉蘭11西西



臺東縣臺東縣
舊大武國小舊大武國小 (99.7.4(99.7.4落成落成)) 太麻里德其段太麻里德其段 (99.6.9(99.6.9落成落成))

嘉蘭第嘉蘭第11基地基地 (101.4.14(101.4.14落成落成))賓茂國中基地賓茂國中基地 (99.12.4(99.12.4落成落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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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重建校園重建

莫拉克災後校園重建多屬易地重建類型，需配合莫拉克災後校園重建多屬易地重建類型，需配合莫拉克災後校園重建多屬易地重建類型，需配合莫拉克災後校園重建多屬易地重建類型，需配合

民眾遷居遷村意願或另覓安全校地，協調所需時民眾遷居遷村意願或另覓安全校地，協調所需時

程較長 惟所有學生災後均已安排至適當地點上程較長 惟所有學生災後均已安排至適當地點上程較長。惟所有學生災後均已安排至適當地點上程較長。惟所有學生災後均已安排至適當地點上

課，不影響受教權益。課，不影響受教權益。

管控管控校園重建共計校園重建共計1515校，已完成校，已完成99校校，另有，另有33校校為為

原校區修繕或興建教師宿舍，不影響學生上課。原校區修繕或興建教師宿舍，不影響學生上課。

整體整體而言而言，，1515校校中已中已有有1212校校可於新（原）校區上可於新（原）校區上

課，預計課，預計101101學年度第學年度第11學期學期將可達將可達1313校校。。課，預計課，預計101101學年度第學年度第11學期學期將可達將可達1313校校。。

各校建設結合當地傳統文化特色，展現文化之美。各校建設結合當地傳統文化特色，展現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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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雄‐‐民權國小民權國小
台達電子援建、結合布農及南鄒族文化台達電子援建、結合布農及南鄒族文化 (101.2.4(101.2.4落成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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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雄‐‐民族大愛國小民族大愛國小
慈濟基金會援建、結合布農族文化慈濟基金會援建、結合布農族文化 (101.1.16(101.1.16落成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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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雄‐‐小林國小小林國小

TVBSTVBS基金會援建結合平埔族文化，預計基金會援建結合平埔族文化，預計101.9101.9月完工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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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屏東‐‐泰武國小泰武國小
明基友達基金會援建、結合排灣族文化明基友達基金會援建、結合排灣族文化 (100.9.28(100.9.28落成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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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發基金會援建 結合排灣族文化張榮發基金會援建 結合排灣族文化 (( 落成落成))

屏東屏東‐‐長榮百合國小長榮百合國小
張榮發基金會援建、結合排灣族文化張榮發基金會援建、結合排灣族文化 (101.5.18(101.5.18落成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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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屏東‐‐霧台國小長治百合分校霧台國小長治百合分校

大陸善款與政府補助興建結合魯凱族文化，預計大陸善款與政府補助興建結合魯凱族文化，預計101.12101.12月完工月完工

屏東屏東 霧台國小長治百合分校霧台國小長治百合分校

透視圖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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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嘉義‐‐達邦國小達邦國小

TVBSTVBS基金會援建結合鄒族文化，預計基金會援建結合鄒族文化，預計101.9101.9完工完工

透視圖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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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永續社區彩虹永續社區

 為協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復安定為協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復安定

彩虹永續社區彩虹永續社區

為協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復安定為協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於新的社會空間早日恢復安定

生活，提出「彩虹永續社區」概念，全面關照居住、生活，提出「彩虹永續社區」概念，全面關照居住、

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建立新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建立新生活 就學 就業 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 建立新生活 就學 就業 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 建立新

社區基本生活機能公共設施社區基本生活機能公共設施

吾拉魯滋部落咖啡產銷中心吾拉魯滋部落咖啡產銷中心吾拉魯滋部落咖啡產銷中心吾拉魯滋部落咖啡產銷中心

31禮納里瑪家部落綜合活動中心透視圖禮納里瑪家部落綜合活動中心透視圖 轆子腳轆子腳33期文化觀光藝術館示意圖期文化觀光藝術館示意圖 吾拉魯滋部落多功能活動中心吾拉魯滋部落多功能活動中心



彩虹永續社區彩虹永續社區彩虹永續社區彩虹永續社區
 永續設施包含永續設施包含綜合活動中心、綜合活動中心、 多功能集會所、文化多功能集會所、文化

觀光藝術觀光藝術 館 文化廣場館 文化廣場 公園公園 社區產業發展中心社區產業發展中心觀光藝術觀光藝術 館、文化廣場館、文化廣場((公園公園))、社區產業發展中心、、社區產業發展中心、
文化展示空間、文化展示空間、景觀營造景觀營造等項目等項目

 總計控管總計控管2424件 其中已件 其中已完工完工55件；持續專案會議列管計件；持續專案會議列管計 總計控管總計控管2424件，其中已件，其中已完工完工55件；持續專案會議列管計件；持續專案會議列管計
1919件，其中施工中件，其中施工中1515件，將於件，將於101101年年1212月底前完成、尚月底前完成、尚
未完成發包未完成發包44件件未完成發包未完成發包44件件

32轆子腳轆子腳33期活動中心示意圖期活動中心示意圖禮納里瑪家部落穀倉透視圖禮納里瑪家部落穀倉透視圖 五里埔小林社區活動中心五里埔小林社區活動中心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生活重建生活重建

 內政部委託民間團體於主要受災地區設置「生活重建內政部委託民間團體於主要受災地區設置「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提供災民心理、就學、就業、福利、生服務中心」，提供災民心理、就學、就業、福利、生
活及轉介等六大面向之服務活及轉介等六大面向之服務活及轉介等六大面向之服務。活及轉介等六大面向之服務。

 已成立已成立26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3939處聯絡站，提供處聯絡站，提供
664 982664 982人次照顧與服務人次照顧與服務664,982664,982人次照顧與服務人次照顧與服務。。

33高雄那瑪夏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高雄那瑪夏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台南南化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台南南化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生活重建生活重建

 內政部訂定「重建住宅內政部訂定「重建住宅((永久屋永久屋))社區管理要點」，並督社區管理要點」，並督
導各縣市完成導各縣市完成重建重建社區籌組成立社區管理委員會，選出社區籌組成立社區管理委員會，選出
管理委員，由住戶自主管理社區公共事務管理委員，由住戶自主管理社區公共事務。。

 行政院文建會行政院文建會((文化部前身文化部前身))推動「社區組織重建計畫」推動「社區組織重建計畫」
暨「專業團隊及社區陪伴計畫暨「專業團隊及社區陪伴計畫 以社區營造方式 協以社區營造方式 協暨「專業團隊及社區陪伴計畫」暨「專業團隊及社區陪伴計畫」，，以社區營造方式，協以社區營造方式，協
助助重建社區重建社區凝聚社區意識並參與重建事務，恢復居民生凝聚社區意識並參與重建事務，恢復居民生
活重心並推動社區防災減災概念活重心並推動社區防災減災概念。。活重心並推動社區防災減災概念活重心並推動社區防災減災概念。。

截至截至101101年年66月底止，月底止，

辦理組織重建課程辦理組織重建課程達達160160場次，參與人次達場次，參與人次達3 7903 790人次。人次。－辦理組織重建課程－辦理組織重建課程達達160160場次，參與人次達場次，參與人次達3,7903,790人次。人次。

－辦理文化重建課程－辦理文化重建課程達達7272場次，參與人次約達場次，參與人次約達2,8352,835人次。人次。

辦理產業重建課程辦理產業重建課程達達3131場次，參與人次達場次，參與人次達718718人次。人次。

34

－辦理產業重建課程－辦理產業重建課程達達3131場次，參與人次達場次，參與人次達718718人次。人次。

－辦理成果展活動－辦理成果展活動達達2222場次，參與人次達場次，參與人次達66,,742742人次。人次。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
社區服務及活動剪影社區服務及活動剪影

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35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

心靈重建心靈重建

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截至截至101101年年66月月底底止，止，

心靈重建心靈重建

－－累計出勤累計出勤12,91912,919人次人次

提供民眾關懷服務提供民眾關懷服務66 61866 618人次人次－－提供民眾關懷服務提供民眾關懷服務66,61866,618人次人次

－－追蹤高風險個案追蹤高風險個案1,7911,791人人

－－個別心理諮商與個別心理諮商與輔導輔導7,4097,409人人

辦理心理教育訓練相關活動辦理心理教育訓練相關活動－－辦理心理教育訓練相關活動辦理心理教育訓練相關活動

1,2801,280場次場次

3636363636

1,2801,280場次場次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

 在永久屋基地設置宗教集會所及在永久屋基地設置宗教集會所及 禮納里心靈耕地禮納里心靈耕地

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在永久屋基地設置宗教集會所及在永久屋基地設置宗教集會所及
規劃農耕專區規劃農耕專區

運用宗教力量協助民眾適應環境運用宗教力量協助民眾適應環境－－運用宗教力量協助民眾適應環境，運用宗教力量協助民眾適應環境，
平復心靈平復心靈

藉由農務操作親近土地重拾生活藉由農務操作親近土地重拾生活－－藉由農務操作親近土地重拾生活藉由農務操作親近土地重拾生活
重心，達到心靈療癒的作用重心，達到心靈療癒的作用

3737373737禮納里好茶天主堂禮納里好茶天主堂 禮納里好茶長老會禮納里好茶長老會 禮納里瑪家安息日會禮納里瑪家安息日會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

全國近全國近33年自殺死亡人數持續下降年自殺死亡人數持續下降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

921 921 地震地震

備註：
•100年自殺死亡人數3,507人，標準化死亡率為每10萬人口12.3人，為近10
年之新低年之新低。

•自殺死亡自86年起連續13年進入國人10大死因，99年首度退至第11位，
100年則退居第12位。 38



重建區近重建區近33年自殺死亡人數持續下降年自殺死亡人數持續下降

衛生署結合地方政府及早啟動心靈重建工作，依據衛生署統衛生署結合地方政府及早啟動心靈重建工作，依據衛生署統
計 重災區縣市自殺死亡人數並無明顯異常 顯示心理計 重災區縣市自殺死亡人數並無明顯異常 顯示心理

下
降

下

計，重災區縣市自殺死亡人數並無明顯異常，顯示心理計，重災區縣市自殺死亡人數並無明顯異常，顯示心理
（靈）重建工作已有具體成效（靈）重建工作已有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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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重建區66縣市縣市100100年與年與9999年同期年同期重建區重建區66縣市縣市100100年與年與9898年同期年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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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重建區66縣市縣市100100年與年與9999年同期年同期
自殺死亡人數比較圖自殺死亡人數比較圖

重建區重建區66縣市縣市100100年與年與9898年同期年同期
自殺死亡人數比較圖自殺死亡人數比較圖



生活、心靈、文化生活、心靈、文化

文化重建文化重建

生活 心靈 文化生活 心靈 文化

建築文化語彙重現計畫（永久屋外觀裝置）建築文化語彙重現計畫（永久屋外觀裝置）

 為延續原民建築特色 補助每一原民家戶最高為延續原民建築特色 補助每一原民家戶最高1010萬元萬元 為延續原民建築特色，補助每一原民家戶最高為延續原民建築特色，補助每一原民家戶最高1010萬元，萬元，
將傳統建築文化意象及原生植物運用於家屋外觀裝飾，將傳統建築文化意象及原生植物運用於家屋外觀裝飾，
並增加就業機會，使其成為富有文化意涵且熟悉的家。並增加就業機會，使其成為富有文化意涵且熟悉的家。並增加就業機會 使其成為富有文化意涵且熟悉的家並增加就業機會 使其成為富有文化意涵且熟悉的家

 第一期計畫完成第一期計畫完成695695戶；第二期計畫預計辦理戶；第二期計畫預計辦理1,3161,316戶，戶，
申請完成申請完成902902戶戶((已完工已完工219219戶、施工中戶、施工中661661戶、尚未施工戶、尚未施工申請完成申請完成902902戶戶((已完工已完工219219戶 施工中戶 施工中661661戶 尚未施工戶 尚未施工
2222戶戶))、尚未申請、尚未申請408408戶、放棄申請戶、放棄申請66戶戶。。

文化環境營造（入口意象及故事牆）文化環境營造（入口意象及故事牆）文化環境營造（入口意象及故事牆）文化環境營造（入口意象及故事牆）

原民會於原民會於100100年度提列年度提列680680萬元，補助已完成入住之萬元，補助已完成入住之1212
處基地辦理公共空間文化意象營造。處基地辦理公共空間文化意象營造。

40404040

處基地辦理公共空間文化意象營造處基地辦理公共空間文化意象營造

1212處基地均已施作完成。處基地均已施作完成。



建築語彙建築語彙
屏東禮納里屏東禮納里 台東嘉蘭台東嘉蘭

建築語彙建築語彙

4141414141屏東吾拉魯滋屏東吾拉魯滋 高雄杉林大愛園區高雄杉林大愛園區



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

霧台鄉好茶村
(禮納里部落)

霧台鄉吉露村
(長治百合部落)

42

大武鄉富山部落
(舊大武國小)



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文化環境營造

新開部落罹難者紀念公園落成新開部落罹難者紀念公園落成 小林村罹難者紀念公園落成小林村罹難者紀念公園落成

小林村罹難者紀念公園種植小林村罹難者紀念公園種植181181顆台灣原生種山櫻花處顆台灣原生種山櫻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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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能建設綠能建設
 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安裝安裝248248戶戶

綠能建設綠能建設

 高雄市五里埔高雄市五里埔11、、22基地基地210210戶、戶、南投縣鉅工段基地南投縣鉅工段基地1010
戶戶、、雲林縣雲林縣東興段基地東興段基地2828戶戶。。

 總計每年可節省約總計每年可節省約215215萬元電費萬元電費。。

 太陽太陽能能發電系統發電系統完成設置完成設置6868處處太陽太陽能能發電系統發電系統完成設置完成設置6868處處
 能源局補助設於永久屋基地、高風險區等能源局補助設於永久屋基地、高風險區等6666處。處。

 明基友達、台達電援建泰武國小、民權國小設置各明基友達、台達電援建泰武國小、民權國小設置各11 明基友達、台達電援建泰武國小、民權國小設置各明基友達、台達電援建泰武國小、民權國小設置各11
座，除供學校用電外，前者每年可售電座，除供學校用電外，前者每年可售電5050萬。萬。

 風力發電系統完成設置風力發電系統完成設置66座座 風力發電系統完成設置風力發電系統完成設置66座座
 台達電援建高雄民權國小，總計台達電援建高雄民權國小，總計1818瓩瓩風力發電，提供風力發電，提供

綠色能源綠色能源

4444

綠色能源。綠色能源。



綠能建設綠能建設~~養水種電養水種電

預訂預訂期程期程為為100100‐‐102102年，年，民間投資計民間投資計41.4141.41億元，經濟部億元，經濟部

綠能建設綠能建設 養水種電養水種電

能源局補助約能源局補助約9.99.9億元億元。。
以以屏東縣林邊鄉屏東縣林邊鄉鎮林段等六處地段鎮林段等六處地段之之無養殖登記之魚塭無養殖登記之魚塭
或風災流失埋沒的蓮霧園為施設或風災流失埋沒的蓮霧園為施設點點或風災流失埋沒的蓮霧園為施設或風災流失埋沒的蓮霧園為施設點點。。
已於已於100100年年1212月完成太陽光電板設置計月完成太陽光電板設置計4343萬萬4,4454,445平方公平方公
尺，並於尺，並於101101、、102102年運作送電年運作送電。。尺 並於尺 並於101101 102102年運作送電年運作送電

地段名稱地段名稱 面積面積((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裝置容量裝置容量(kw)(kw)

鎮林段鎮林段 47,479.9647,479.96 2,740.222,740.22

林邊鄉太陽光電設備

鎮林段鎮林段 47,479.9647,479.96 2,740.222,740.22

塭岸段塭岸段 94,215.7594,215.75 4,555.734,555.73

光林段光林段 87,020.3687,020.36 4,562.434,562.43
林邊鄉太陽光電設備

新埔段新埔段 81,743.6581,743.65 4,9504,950

佳和段佳和段 90,56390,563 4,849.324,849.32

4545

塭豐段塭豐段 33,42333,423 1,971.21,971.2

合合 計計 434,445.72434,445.72 23,628.923,628.9



綠能建設綠能建設

太陽能發電系統-高雄大愛園區 太陽能熱水器-高雄小林2村

4646

太陽能發電系統-屏東泰武國小 太陽能熱水器-南投鉅工段 風力發電系統-高雄民權國小



我們的道路橋梁我們的道路橋梁我們的道路橋梁我們的道路橋梁
與基礎建設與基礎建設

水利設施水利設施

與基礎建設與基礎建設

水利設施水利設施
交通維生交通維生
原鄉道路原鄉道路
農業設施農業設施農業設施農業設施
大陸善款大陸善款大陸善款大陸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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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設施水利設施水利設施水利設施

 包括自來水、中央管河川、縣（市）管河川及排包括自來水、中央管河川、縣（市）管河川及排 包括自來水 中央管河川 縣（市）管河川及排包括自來水 中央管河川 縣（市）管河川及排

水復建已完成水復建已完成1,2471,247件件（佔全部（佔全部1,2491,249件件
99 44%99 44%）。）。99.44%99.44%））

 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22億億4,8264,826萬立方米萬立方米((原訂計原訂計

畫疏濬畫疏濬11億億5 9005 900萬立方米萬立方米 )) ，， 持續無間斷辦理持續無間斷辦理畫疏濬畫疏濬11億億5,9005,900萬立方米萬立方米 )) ，， 持續無間斷辦理持續無間斷辦理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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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荖濃溪舊寮堤防竣工屏東荖濃溪舊寮堤防竣工 台東太麻里溪堤防竣工台東太麻里溪堤防竣工



交通設施交通設施交通設施交通設施

 包括省道、縣鄉道復建已完成包括省道、縣鄉道復建已完成868868件件（佔全部（佔全部920920包括省道 縣鄉道復建已完成包括省道 縣鄉道復建已完成868868件件（佔全部（佔全部920920
件件94.35%94.35%）。）。

 台台2020線桃源區橋梁及南橫公路（梅山至向陽）線桃源區橋梁及南橫公路（梅山至向陽）、、台台2020線桃源區橋梁及南橫公路（梅山至向陽）線桃源區橋梁及南橫公路（梅山至向陽）
台台2121線那瑪夏區橋梁、線那瑪夏區橋梁、台台2424線伊拉橋線伊拉橋工程趕辦工程趕辦
中。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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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727甲線新發大橋竣工甲線新發大橋竣工 台台1717線新雙園大橋竣工線新雙園大橋竣工



市區設施市區設施市區設施市區設施

 包括村里聯絡道路橋梁、下水道、辦公廳舍復建包括村里聯絡道路橋梁、下水道、辦公廳舍復建 包括村里聯絡道路橋梁 下水道 辦公廳舍復建包括村里聯絡道路橋梁 下水道 辦公廳舍復建
已完成已完成946946件件 ((佔全部佔全部964964件件98.13%98.13%))。。

 嘉義縣特富野橋、屏東縣林邊鄉公所及高雄市那嘉義縣特富野橋、屏東縣林邊鄉公所及高雄市那 嘉義縣特富野橋 屏東縣林邊鄉公所及高雄市那嘉義縣特富野橋 屏東縣林邊鄉公所及高雄市那
瑪夏區公所瑪夏區公所工程趕辦中工程趕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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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16101.7.16林邊鄉公所動土典禮林邊鄉公所動土典禮 特富野橋，預計特富野橋，預計88月中旬開放通車月中旬開放通車



原鄉道路原鄉道路原鄉道路原鄉道路

 包括供水系統、部落聯絡道、聚落基礎已完成包括供水系統、部落聯絡道、聚落基礎已完成 包括供水系統 部落聯絡道 聚落基礎已完成包括供水系統 部落聯絡道 聚落基礎已完成
102102件件（佔全部（佔全部126126件件80.95%80.95%）。）。

 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屏東縣霧台鄉部落聯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屏東縣霧台鄉部落聯 高雄市桃源區 那瑪夏區 屏東縣霧台鄉部落聯高雄市桃源區 那瑪夏區 屏東縣霧台鄉部落聯
絡道絡道工程趕辦中。工程趕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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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阿里山竹腳訲落聯絡道嘉義縣阿里山竹腳訲落聯絡道——善樂橋善樂橋 部落聯絡道路部落聯絡道路--塔山橋災害復建工桯塔山橋災害復建工桯



農業設施農業設施農業設施農業設施

 包括水保、林務、漁業、阿里山森林鐵路復建已包括水保、林務、漁業、阿里山森林鐵路復建已 包括水保 林務 漁業 阿里山森林鐵路復建已包括水保 林務 漁業 阿里山森林鐵路復建已
完成完成2,5462,546件件（佔全部（佔全部2,6092,609件件97.59%97.59%）。）。

 阿森鐵路奮起湖至阿里山段、藤枝林道、重塑養阿森鐵路奮起湖至阿里山段、藤枝林道、重塑養 阿森鐵路奮起湖至阿里山段 藤枝林道 重塑養阿森鐵路奮起湖至阿里山段 藤枝林道 重塑養
殖環境殖環境工程趕辦中。工程趕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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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鐵路祝山線通車阿森鐵路祝山線通車 1818處重大土石災區竣工處重大土石災區竣工



大陸善款大陸善款大陸善款大陸善款

 包括包括災區學校、橋梁、公共活動設施等災區學校、橋梁、公共活動設施等已完工已完工66件件包括包括災區學校 橋梁 公共活動設施等災區學校 橋梁 公共活動設施等已完工已完工66件件
（佔全部（佔全部1515件件40.00%40.00%）。）。

 溪洲、火山、萬年橋、霧台國小、里美步道、鯉溪洲、火山、萬年橋、霧台國小、里美步道、鯉 溪洲 火山 萬年橋 霧台國小 里美步道 鯉溪洲 火山 萬年橋 霧台國小 里美步道 鯉
魚潭周邊排水魚潭周邊排水等工程趕辦中。等工程趕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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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日月雙橋竣工東埔日月雙橋竣工嘉義達娜伊谷吊橋竣工嘉義達娜伊谷吊橋竣工



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
台台1818線六龜大橋線六龜大橋

(99 0 22)(99 0 22)
台台2828線旗山大橋線旗山大橋

(99 12 30)(99 12 30)
寶來堤防寶來堤防

(99 12 31)(99 12 31)(99.10.22)(99.10.22)

降低六龜區汛期孤島風降低六龜區汛期孤島風
險，促進產業復甦險，促進產業復甦

(99.12.30)(99.12.30)
改善旗山、內門與美濃間交改善旗山、內門與美濃間交
通頩頸，促進旗美地區產業通頩頸，促進旗美地區產業

復甦復甦

(99.12.31)(99.12.31)

保護寶來地區免遭淹水保護寶來地區免遭淹水
之苦之苦險 促進產業復甦險 促進產業復甦 復甦復甦 之苦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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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
旗山堤防旗山堤防
(99 12 31)(99 12 31)

阿森鐵路竹崎奮起湖段阿森鐵路竹崎奮起湖段

(100 04 30)(100 04 30)
屏東高樹舊寮堤防屏東高樹舊寮堤防

( 00 0 )( 00 0 )(99.12.31)(99.12.31)

保護旗山地區免遭淹水保護旗山地區免遭淹水
之苦之苦

(100.04.30)(100.04.30)

促進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促進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觀光產業復甦觀光產業復甦

(100.01.17)(100.01.17)

保護舊寮地區免遭洪水侵保護舊寮地區免遭洪水侵
襲，恢復堤後農田復耕襲，恢復堤後農田復耕之苦之苦 觀光產業復甦觀光產業復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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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災滿災滿22周年周年
1818處重大土石災區處重大土石災區

(100 0 26)(100 0 26)
疏濬方案二期疏濬方案二期52005200萬萬mm33

(100 05 22)(100 05 22)
台台2727線新發大橋線新發大橋
( 00 0 2( 00 0 2 通車通車))(100.05.26)(100.05.26)

穩定坍塌邊坡、促進水穩定坍塌邊坡、促進水
土保持及保護下方部落土保持及保護下方部落

(100.05.22)(100.05.22)

增加通洪斷面、降低洪增加通洪斷面、降低洪
水水位及保護堤防安全水水位及保護堤防安全

(100.05.27(100.05.27通車通車))

促進六龜、寶來、甲仙促進六龜、寶來、甲仙
以及原鄉產業復甦以及原鄉產業復甦土保持及保護下方部落土保持及保護下方部落水水位及保護堤防安全水水位及保護堤防安全 以及原鄉產業復甦以及原鄉產業復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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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東埔日月雙橋東埔日月雙橋
(100 09 24)(100 09 24)

縣市管河川復建縣市管河川復建
(100 07 23)(100 07 23)

中央管河川復建中央管河川復建
(100 07 14)(100 07 14)

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100.09.24)(100.09.24)

促進東埔地區交通及產促進東埔地區交通及產
業發展業發展

(100.07.23)(100.07.23)

保護林邊、太麻里溪等保護林邊、太麻里溪等
沿岸居民安全沿岸居民安全

(100.07.14)(100.07.14)

保護高屏、曾文、濁水保護高屏、曾文、濁水
溪等沿岸居民安溪等沿岸居民安全全 業發展業發展沿岸居民安全沿岸居民安全溪等沿岸居民安溪等沿岸居民安全全

57



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台台1717線新雙園大橋線新雙園大橋

(100 12 23)(100 12 23)
太麻里溪復建太麻里溪復建
(100 12 03)(100 12 03)

阿森鐵路祝山線阿森鐵路祝山線
(100 10 27)(100 10 27)

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100.12.23)(100.12.23)

恢復高雄林園及屏東新恢復高雄林園及屏東新
園間交通及產業復甦園間交通及產業復甦

(100.12.03)(100.12.03)

太麻里溪沿岸居民恢復太麻里溪沿岸居民恢復
安居樂業生活安居樂業生活

(100.10.27)(100.10.27)

促進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促進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復甦復甦 園間交通及產業復甦園間交通及產業復甦安居樂業生活安居樂業生活復甦復甦

風災前

風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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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台台2020線利稻橋線利稻橋

(101 7 8)(101 7 8)
嘉義縣新美橋嘉義縣新美橋

( 0( 0 下旬先行通車下旬先行通車))
嘉義縣茶山橋嘉義縣茶山橋

(101 4(101 4下旬先行通車下旬先行通車))

指標性工程指標性工程 重建第重建第33年年

(101.7.8)(101.7.8)

對於南橫台東端的交通對於南橫台東端的交通
及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及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

(101.4(101.4下旬先行通車下旬先行通車))

促進阿里山地區交通及促進阿里山地區交通及
產業發展產業發展

(101.4(101.4下旬先行通車下旬先行通車))

促進阿里山地區交通及促進阿里山地區交通及
產業發展產業發展 及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及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產業發展產業發展產業發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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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意象的新橋有文化意象的新橋
 東埔日月雙橋東埔日月雙橋：：設置太陽及月亮之意像設置太陽及月亮之意像，，橋身彩繪色橋身彩繪色

為男性族人衣物白色為主，二號橋代表陰設置月亮意為男性族人衣物白色為主，二號橋代表陰設置月亮意為男性族人衣物白色為主，二號橋代表陰設置月亮意為男性族人衣物白色為主，二號橋代表陰設置月亮意
像，橋身彩繪色為女性族人衣物黑色為主像，橋身彩繪色為女性族人衣物黑色為主。。

東埔日橋 東埔月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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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意象的新橋有文化意象的新橋

 嘉嘉129129新美橋及茶山橋新美橋及茶山橋嘉嘉 新美橋及茶山橋新美橋及茶山橋

將於將於101101年年88月中旬通車啓用，完工後加入原月中旬通車啓用，完工後加入原
住民圖騰彩繪，將使山美達娜伊谷新美茶山住民圖騰彩繪，將使山美達娜伊谷新美茶山住民圖騰彩繪，將使山美達娜伊谷新美茶山住民圖騰彩繪，將使山美達娜伊谷新美茶山
這條觀光路線展露耀眼曙光。這條觀光路線展露耀眼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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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橋 茶山橋



我們的生計我們的生計我們的生計我們的生計

1212處示範點處示範點
指標重建工程產銷活動指標重建工程產銷活動
大阿里山風華再現大阿里山風華再現
農田流失復耕農田流失復耕
農漁業復建農漁業復建
地方特色產業地方特色產業
農特產促銷活動農特產促銷活動
活絡永久屋基地產業推動活絡永久屋基地產業推動
觀光產業復甦觀光產業復甦
提供就業服務提供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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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參與民間參與



原鄉原鄉&&永久屋新社區並重永久屋新社區並重原鄉原鄉&&永久屋新社區並重永久屋新社區並重

 部落部落//社區＋企業社區＋企業/NGO/NGO＋政府＋政府之資源整合之資源整合部落部落//社區＋企業社區＋企業/NGO/NGO＋政府＋政府之資源整合之資源整合
凝聚力量凝聚力量

災區重建資源系統串聯整合災區重建資源系統串聯整合 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災區重建資源系統串聯整合災區重建資源系統串聯整合 1212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示範點示範點

 原鄉產業重建原鄉產業重建一鄉一產業計畫一鄉一產業計畫

 工作圈、卜拉米專案與耀動計畫推動運作工作圈、卜拉米專案與耀動計畫推動運作
永久屋基地永久屋基地

 整合資源推動整合資源推動
再造大阿里山區成為世界級觀光區與國際間再造大阿里山區成為世界級觀光區與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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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大阿里山區成為世界級觀光區與國際間再造大阿里山區成為世界級觀光區與國際間
災後重建之典範災後重建之典範



1212處產業示範點

嘉義縣嘉義縣
鄒族文化產業鄒族文化產業

南投縣南投縣

南投

鄒族文化產業鄒族文化產業
阿里山鄉里佳阿里山鄉里佳
阿里山鄉山美阿里山鄉山美 台東縣台東縣

金峰鄉嘉蘭村金峰鄉嘉蘭村

信義鄉東埔溫泉信義鄉東埔溫泉

嘉義

阿里山鄉山美阿里山鄉山美

高雄市高雄市
永齡杉林有機永齡杉林有機

金峰鄉嘉蘭村金峰鄉嘉蘭村
知本商圈知本商圈
太麻里金崙區太麻里金崙區

台東

永齡杉林有機永齡杉林有機
農業專區及農業專區及五五
里埔里埔平埔文化平埔文化

太麻里金崙區太麻里金崙區

已有已有99處處示範點初示範點初

屏東

高雄園區園區
南南橫商圈橫商圈
旗山商圈旗山商圈

已有已有99處處示範點初示範點初
步完成階段性任務步完成階段性任務
，，另另33處持續處持續以專以專旗山商圈旗山商圈

屏東縣屏東縣
禮納里部落禮納里部落

，，另另33處持續處持續以專以專
案會議加強控管於案會議加強控管於
年底前達成原定目年底前達成原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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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納里部落禮納里部落
林邊佳冬林邊佳冬

年底前達成原定目年底前達成原定目
標標。。



指標重建工程產銷指標重建工程產銷活動
項次 辦理時間 活動名稱

11 99.06.26 甲仙大橋通車典禮暨2010甲仙芋筍節活動
22 99.11.13 六龜大橋竣工通車典禮暨溫泉山城花與產業行銷活動
33 100.01.15 旗山橋及河川整建工程竣工典禮暨產業行銷活動
44 100.02.26 阿里山達娜伊谷生態園區重新開園
55 100.03.27 河+平安 幸福100慶祝舊寮堤防竣工農田復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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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
6 30

阿里山里佳藍色部落觀星賞螢活動
6.30

77 100.06.04 新發大橋竣工典禮暨六龜寶來地區產業行銷活動

88
100.09.24-
25

南投縣信義鄉日月雙橋竣工典禮暨溫泉區產業行銷展售活動
25

99 100.10.23 阿里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及福美吊橋啟用典禮活動

10 100.10.25
阿里山鄉達邦村辦理鄒族達邦社百年戰祭暨國家級指定重要
民俗鄒族戰祭 i授證典禮

10 100.10.25
民俗鄒族戰祭mayasvi授證典禮

11 100.12.1 高雄永齡杉林有機農業園區落成典禮

12 100 12 3
太麻里溪治理、農田復建、深層海水模廠竣工典禮暨產業行

12 100.12.3
銷活動

13 101.7.8 臺東利稻橋通車暨產業活動 65



活動現場

達娜伊谷生態園區重新開園活動

利稻橋通車暨產業活動

六龜大橋通車暨溫泉山城花與產業行銷活動

新發大橋竣工暨六龜寶來地區產業行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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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

南投信義日月雙橋竣工暨溫泉產業行銷活動

高雄永齡杉林有機農業園區落成典禮

阿里山達娜伊谷及福美吊橋啟用典禮活動

太麻里溪治理、農田復建暨產業行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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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遊客率逐漸提升重建區遊客率逐漸提升

重建
重點地區

年度(觀光客率)
重點地區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南投信義
東埔溫泉 100% 102 1% 121 4% 117 1%

114%
(以1-6月達成率46 6%估東埔溫泉

區
100% 102.1% 121.4% 117.1% (以1 6月達成率46.6%估

計)*註

嘉義達娜
伊谷園區 100% 71% 0% 38%

104%
(以1 6月達成率52%估計)伊谷園區 (以1-6月達成率52%估計)

嘉義大阿
里山地區 100% 85% 66% 135%

140%
(以1-6月達成率92%估計)里山地區 (以1 6月達成率92%估計)

嘉義里佳 100% 40% 0% 60%
80%

(以1-6月達成率68%估計)( )

高雄甲仙
地區 100% 66% 56% 70%

140%
(以1-6月達成率72%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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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1年東埔溫泉將於下半年推出相關活動，遊客率將大幅提升。



國際亮點：大阿里山風華再現國際亮點：大阿里山風華再現

 88.9.2188.9.21集集大地震重創南投日月潭，集集大地震重創南投日月潭，9898.8.8.8.8莫拉克颱莫拉克颱

 透過重建積透過重建積

風重創整個南台灣，而嘉義縣阿里山尤為嚴重。風重創整個南台灣，而嘉義縣阿里山尤為嚴重。

台台1818線線台台1818線線
極作為，連極作為，連
結阿里山與結阿里山與
日月潭 塑日月潭 塑

台台 線線
2010.6.252010.6.25通行大巴通行大巴

台台 線線
2010.6.252010.6.25通行大巴通行大巴

特富野 里佳藍色部落里佳藍色部落
2011.4.22011.4.2螢火蟲季螢火蟲季

里佳藍色部落里佳藍色部落
2011.4.22011.4.2螢火蟲季螢火蟲季東埔溫泉

日月潭，塑日月潭，塑
造國際重建造國際重建
之亮點 東之亮點 東

2012.4.72012.4.7星星相螢星星相螢
光芒再現活動光芒再現活動

2012.4.72012.4.7星星相螢星星相螢
光芒再現活動光芒再現活動

山美達娜伊谷山美達娜伊谷山美達娜伊谷山美達娜伊谷

來吉

之亮點。東之亮點。東
埔至阿里山埔至阿里山
預計預計1111月底月底

山美達娜伊谷山美達娜伊谷
2011.2.262011.2.26開園開園

山美達娜伊谷山美達娜伊谷
2011.2.262011.2.26開園開園 往高雄那瑪夏往高雄那瑪夏

新美及茶山大橋新美及茶山大橋55
預計預計1111月底月底
通行大巴通行大巴
士。士。

景觀迎賓大道景觀迎賓大道
往曾文水庫往曾文水庫

月份完工月份完工

阿森鐵路阿森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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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士
成為阿里山第一街成為阿里山第一街

阿森鐵路阿森鐵路

林務局樹林銀
行及生態公園



多贏創新突破多贏創新突破--農田流失回填復耕農田流失回填復耕

堤岸復建與疏濬工程 農地回填492公頃
復耕地段 公頃數 

南投明德地區 22 公頃 
完成交耕

100.6完成交耕

臺南善化地區 155 公頃

屏東高樹地區 50 公頃 
臺東太麻里溪堤防農田復建 215 公頃

100.9完成交耕

100.3完成交耕

臺東太麻里溪堤防農田復建 215 公頃

臺東鹿野鄉和平農田復建 20 公頃 
臺東縣卑南鄉嘉豐段農田復建 30 公頃

101.1完成交耕

101.4完成交耕

預計 月底完工臺東縣卑南鄉嘉豐段農田復建 30 公頃

 
預計8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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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明德段-種植梅子樹 台南善化-稻米 臺東太麻里重劃區



多贏創新突破多贏創新突破--漁業復建漁業復建

漁塭客土漁塭客土

 2010.6.242010.6.24全部完成客土工作，共全部完成客土工作，共93.293.2萬萬mm33，估計漁，估計漁
民節省民節省7.47.4億元砂石費，受益魚塭面積億元砂石費，受益魚塭面積310.16310.16公頃公頃民節省民節省7.47.4億元砂石費 受益魚塭面積億元砂石費 受益魚塭面積310.16310.16公頃公頃

石斑魚收成石斑魚收成

 9999年年出口值出口值7,7097,709萬美元，較萬美元，較9898年成長年成長80%80%，，100100年年
出口值初估為出口值初估為11億億2,1842,184萬美元，而至萬美元，而至100100年年1212月止較月止較
前一年成長了前一年成長了58%58%前一年成長了前一年成長了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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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贏創新突破多贏創新突破--農業復建農業復建

蘭花復育蘭花復育

多贏創新突破多贏創新突破 農業復建農業復建

協助蘭園取得重建所需資金、補助種苗、設施設備修繕協助蘭園取得重建所需資金、補助種苗、設施設備修繕
及更新、加強輸出前檢疫，確保輸出蘭花品質。蘭花生及更新、加強輸出前檢疫，確保輸出蘭花品質。蘭花生
產設施修繕或重建已全數完成，計產設施修繕或重建已全數完成，計7.867.86公頃。公頃。

9999年年蝴蝶蝴蝶蘭蘭出口值為出口值為8,2558,255萬美元，較萬美元，較9898年同期成長年同期成長,,
32%32%，，100100年出口值初估為年出口值初估為9 ,8479 ,847萬美元，而至萬美元，而至100100年年1212月月
止較前一年成長了止較前一年成長了19%19%。。

72



發掘再推廣地方發掘再推廣地方特色特色產業產業發掘再推廣地方發掘再推廣地方特色特色產業產業

輔導推動當地特色產業，提升重建區產業及創造品牌行銷通路。輔導推動當地特色產業，提升重建區產業及創造品牌行銷通路。
農產業商品 有紅藜 青梅 愛玉等數十種產品及加工品農產業商品 有紅藜 青梅 愛玉等數十種產品及加工品農產業商品：有紅藜、青梅、愛玉等數十種產品及加工品。農產業商品：有紅藜、青梅、愛玉等數十種產品及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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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再推廣地方發掘再推廣地方特色特色產業產業

文創產業商品：有十字繡、琉璃珠、竹編等文化產業商品。文創產業商品：有十字繡、琉璃珠、竹編等文化產業商品。

發掘再推廣地方發掘再推廣地方特色特色產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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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農特產帶入都會區重建區農特產帶入都會區

9898年年1212月至月至100100年底計辦理了年底計辦理了99場次，創造場次，創造2,4312,431萬元萬元9898年年1212月至月至100100年底計辦理了年底計辦理了99場次 創造場次 創造2,4312,431萬元萬元
銷售佳績銷售佳績，協助重建區農特產品行銷。，協助重建區農特產品行銷。
101101年促銷活動：年促銷活動：
台中場次：台中場次：44月月2121‐‐2222日於台中中山公園辦理，。日於台中中山公園辦理，。
高雄場次：高雄場次：55月月2626‐‐2727日辦理。日辦理。
台北場次：台北場次：66月月3030日日‐‐77月月11日辦理。日辦理。
33場場活動銷售金額超過活動銷售金額超過80080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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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觀光產業復甦帶動觀光產業復甦
 啟動重建區真情巴士啟動重建區真情巴士

 年度年度規劃規劃 條條旅遊旅遊路線路線 計計9999年度年度規劃規劃66條條旅遊旅遊路線路線，，計計2020,,000000
人次搭乘人次搭乘，，創造創造11,,900900萬產值萬產值。。

100100年度年度規劃規劃 1616條旅遊路線條旅遊路線，，計計100100年度年度規劃規劃 1616條旅遊路線條旅遊路線，，計計
3232,,140140人次搭乘人次搭乘，，創造創造22,,880880萬產值萬產值。。

 推動推動重建區重建區觀光產業發展觀光產業發展
輔導輔導旅遊旅遊相關相關業者業者成立成立「「莫拉克重莫拉克重輔導輔導旅遊旅遊相關相關業者業者成立成立「「莫拉克重莫拉克重

建區旅遊推廣中心建區旅遊推廣中心」」。。

規劃重建區規劃重建區77縣市縣市 2323條結合產業的條結合產業的規劃重建區規劃重建區77縣市縣市、、2323條結合產業的條結合產業的
旅遊套裝行程旅遊套裝行程，，100100年年1010月月66日日發行發行
3030萬份莫拉克重建區旅遊手冊萬份莫拉克重建區旅遊手冊。。

拍攝拍攝「「重建區旅遊宣傳短片重建區旅遊宣傳短片」」，，透透
過過新聞局新聞局相關通路相關通路放映宣導放映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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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重建區宣傳重建區旅遊短片旅遊短片。。



專案推動永久屋基地產業專案推動永久屋基地產業專案推動永久屋基地產業專案推動永久屋基地產業
卜拉米專案

資源整合 永續社區工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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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整合中央部會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及及NGONGO組織可運用資源，組織可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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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整合中央部會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及及NGONGO組織可運用資源，組織可運用資源，
逐一逐一確認並確認並落實管控至各項設定目標落實管控至各項設定目標之之達成。達成。



就業服務執行成果就業服務執行成果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執行成果執行成果

八八臨工專案八八臨工專案 共計共計230,623230,623人次上工人次上工。。

莫拉克颱風災後莫拉克颱風災後 累計共有累計共有29,62729,627上工上工。。莫拉克颱風災後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臨工專案重建臨工專案

,,

莫拉克颱風災後莫拉克颱風災後 求才廠商已僱用求才廠商已僱用278278人人。。
重建僱用獎勵重建僱用獎勵

立即上工計畫立即上工計畫 已協助已協助373373人就業人就業。。

培力就業計畫培力就業計畫 創造創造631631個工作機會個工作機會。。

多元就業開發多元就業開發 截至截至33月月已協助已協助966966人人次次就業就業。。

永久屋基地就業永久屋基地就業 提供提供2,7822,782人就業。人就業。

職業訓練職業訓練 截至截至33月月培訓培訓3,0783,078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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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練職業訓練 截至截至 月月培訓培訓 ,, 人人



民間協助產業重建民間協助產業重建

 民間企業積極參與，協助重建區產業重建民間企業積極參與，協助重建區產業重建民間企業積極參與 協助重建區產業重建民間企業積極參與 協助重建區產業重建

永齡杉林有機農業園區

霧台鄉農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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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台鄉農場基地



1818家民間企業援建產業家民間企業援建產業

提供重建區居民生計提供重建區居民生計提供重建區居民生計提供重建區居民生計

竹筍加工場 製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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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薪傳木工坊



通過通過610610水災水災通過通過610610水災水災
泰利及蘇拉颱風考驗泰利及蘇拉颱風考驗

防汛整備防汛整備防汛整備防汛整備
公路阻斷搶通公路阻斷搶通公路阻斷搶通公路阻斷搶通
考驗與省思考驗與省思考驗與省思考驗與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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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年年五大流域防汛整備及檢討五大流域防汛整備及檢討年年五大流域防汛整備及檢討五大流域防汛整備及檢討

本會於本會於101101年年55月月11日至日至2828日日，，分別召開高屏溪分別召開高屏溪、、
林邊溪林邊溪、、太麻里溪太麻里溪、、曾文溪曾文溪、、濁水溪等五大流域濁水溪等五大流域
防汛整備會議防汛整備會議，，並於並於66月月55日由陳執行長親自召開日由陳執行長親自召開
防汛整備檢討會議防汛整備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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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施搶通交通設施搶通情形情形交通設施搶通交通設施搶通情形情形

重建區建設經歷重建區建設經歷610610水災水災、、泰利泰利及蘇拉及蘇拉颱風，颱風，臨時臨時重建區建設經歷重建區建設經歷610610水災水災、、泰利泰利及蘇拉及蘇拉颱風，颱風，臨時臨時
性性便道便橋便道便橋雖有受損，惟永久性工程雖有受損，惟永久性工程並並無無損壞損壞。。

受損較嚴重之台受損較嚴重之台2020及台及台2121線 其線 其路線永久性修復案路線永久性修復案受損較嚴重之台受損較嚴重之台2020及台及台2121線，其線，其路線永久性修復案路線永久性修復案
確屬莫拉克災後復建工程，惟選線及修復方案迄今確屬莫拉克災後復建工程，惟選線及修復方案迄今
尚未定案 且規劃路線非原道路路廊 又位處地質尚未定案 且規劃路線非原道路路廊 又位處地質尚未定案，且規劃路線非原道路路廊，又位處地質尚未定案，且規劃路線非原道路路廊，又位處地質
敏感地區，將俟路線核定及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經主敏感地區，將俟路線核定及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經主
管機關審定後，再辦理後續設計及發包復建工程管機關審定後，再辦理後續設計及發包復建工程管機關審定後，再辦理後續設計及發包復建工程管機關審定後，再辦理後續設計及發包復建工程。。

那瑪夏區民生便橋道預計那瑪夏區民生便橋道預計101.08.15101.08.15搶通；搶通；台台2121線五線五
里埔至那瑪夏間里埔至那瑪夏間便道便道 預預計計 88 可完成搶通至那瑪可完成搶通至那瑪里埔至那瑪夏間里埔至那瑪夏間便道便道，預，預計計08.2508.25可完成搶通至那瑪可完成搶通至那瑪
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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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治水重建通過歷次颱風考驗防洪治水重建通過歷次颱風考驗

 莫拉克颱風淹水最嚴重的屏東縣高樹、林邊、佳冬鄉及莫拉克颱風淹水最嚴重的屏東縣高樹、林邊、佳冬鄉及
高雄市旗山區 在防災 疏濬與重建同時併行作業下高雄市旗山區 在防災 疏濬與重建同時併行作業下高雄市旗山區，在防災、疏濬與重建同時併行作業下，高雄市旗山區，在防災、疏濬與重建同時併行作業下，
除通過除通過9999年凡那比、梅姬颱風、年凡那比、梅姬颱風、100100年南瑪都颱風考驗外年南瑪都颱風考驗外
，，610610水災、泰利及蘇拉颱風亦未發生淹水災情及重大災水災、泰利及蘇拉颱風亦未發生淹水災情及重大災，，610610水災、泰利及蘇拉颱風亦未發生淹水災情及重大災水災、泰利及蘇拉颱風亦未發生淹水災情及重大災
害，有效保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害，有效保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安置之新思維：安置之新思維
 面對颱風暴雨撤離與指揮面對颱風暴雨撤離與指揮應地區化應地區化，因便橋、便道損壞，因便橋、便道損壞

形成孤島，無法依颱風撤離方式辦理，形成孤島，無法依颱風撤離方式辦理，應於地應於地((區區))及時及時
安置設置緊急避難中心安置設置緊急避難中心安置設置緊急避難中心。安置設置緊急避難中心。

 本次民權國小等地已就近提供山上居民安全的安置場所本次民權國小等地已就近提供山上居民安全的安置場所
，並備有相關物資順利安置，居民均感便利安全，並備有相關物資順利安置，居民均感便利安全並備有相關物資順利安置 居民均感便利安全並備有相關物資順利安置 居民均感便利安全

 重建會已召開座談會並整理報告，已請重建會已召開座談會並整理報告，已請內政部協請縣市內政部協請縣市
政府重新檢討安置規劃政府重新檢討安置規劃，儘可能就近找到安全處所，並，儘可能就近找到安全處所，並
整備通訊 電力等服務設施 儲備適當民生物資整備通訊 電力等服務設施 儲備適當民生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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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通訊、電力等服務設施，儲備適當民生物資。整備通訊、電力等服務設施，儲備適當民生物資。



寶貴的重建紀錄寶貴的重建紀錄

與經驗傳承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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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拉克災後重建博物館莫拉克災後重建博物館
 院長院長101.07.31101.07.31第第3030次委員會指示次委員會指示

莫拉克災後重建博物館莫拉克災後重建博物館

 專業展場專業展場設置於高雄科工館設置於高雄科工館。。

 由教育部加速規劃執行，將儘快開幕。由教育部加速規劃執行，將儘快開幕。

 應兼具應兼具防災教育（防災教育（educateeducate）、動態體驗的娛樂（）、動態體驗的娛樂（
entertainentertain）及展示內容的豐富性）及展示內容的豐富性(enrich)(enrich)等等3E3E功能。功能。

 預期效益預期效益
 預估預估每年吸引每年吸引2020萬以上參觀人次萬以上參觀人次。。

 完整保存莫拉克風災文物，完整保存莫拉克風災文物，紀錄重建經驗紀錄重建經驗。。

 建立民眾「離災優於防災、防災優於救災」的正確建立民眾「離災優於防災、防災優於救災」的正確
認知及能力認知及能力認知及能力認知及能力。。

 整合資源，整合資源，兼顧防災教育之效益延續與推廣普及兼顧防災教育之效益延續與推廣普及。。

 提供提供環境完善的研究空間環境完善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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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流國際交流
 國際交流－接待各國訪賓及受邀參加國際會議多達接待各國訪賓及受邀參加國際會議多達4343次次

2 22 2 66 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布魯塞爾國際旅展布魯塞爾國際旅展

國際交流國際交流

–– 2.22.2--6    6    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布魯塞爾國際旅展布魯塞爾國際旅展
–– 2.252.25--26  26  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重建區文創產品參與比利時美麗亞洲旅展美麗亞洲旅展
–– 2.132.13--2.152.15 本會應邀赴菲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本會應邀赴菲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

今
年
國–– 3.33.3--3.83.8 本會應邀赴日參加日本本會應邀赴日參加日本311311震災周年活動震災周年活動

–– 03.1603.16 美國等美國等九國災損鑑定專家學者參訪九國災損鑑定專家學者參訪屏東屏東重建區重建區
–– 03 2103 21 中國工程師學會參訪中國工程師學會參訪屏東屏東重建重建區區

國
際
交
流

03.2103.21 中國工程師學會參訪中國工程師學會參訪屏東屏東重建重建區區
–– 05.0205.02 日本高知工科大學岡村甫董事長日本高知工科大學岡村甫董事長參訪重建區參訪重建區
–– 05.0505.05 莫拉克莫拉克33周年周年SSMSSSMS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1919國國代表代表參訪參訪

5 305 30 6 26 2 赴美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備受僑胞肯定赴美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備受僑胞肯定

流
達
11

–– 5.305.30--6.26.2 赴美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備受僑胞肯定赴美交流莫拉克重建經驗備受僑胞肯定
–– 7.117.11 日日本國土交通省參訪本國土交通省參訪屏東重建區，屏東重建區，吸取重建經驗吸取重建經驗
–– 7.147.14 外交部駐外館長外交部駐外館長參訪參訪屏東重建區，肯定重建成果屏東重建區，肯定重建成果

次

7.147.14 外交部駐外館長外交部駐外館長參訪參訪屏東重建區 肯定重建成果屏東重建區 肯定重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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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錄影像紀錄影像紀錄影像紀錄

 重建會已完成重建會已完成66部重建紀錄片、部重建紀錄片、1111部短片部短片。。

 將於重建三周年期間有計畫性地於多元媒體管道宣導將於重建三周年期間有計畫性地於多元媒體管道宣導
重建成果，原民台已重建成果，原民台已播播出，出，公共電視台定於公共電視台定於88月月播出播出，，

影片影片//紀錄片紀錄片 播出期程播出期程//說明說明

重建成果 原民台已重建成果 原民台已播播出出 公共電視台定於公共電視台定於88月月播出播出
客家電視台將於客家電視台將於88月製作重建專題月製作重建專題。。

‐‐ 影片影片//紀錄片紀錄片 播出期程播出期程//說明說明

1.1. 打造新家園打造新家園 55月月33日於原民台播出日於原民台播出

2.2. 古謠傳唱新泰武古謠傳唱新泰武
1.1. 55月月22日於原民台播出日於原民台播出
2.   2.   公視於公視於88月月55日及日及1111日日播出播出

33 產業重建新里佳產業重建新里佳 101101年年33月完成月完成3.3. 產業重建新里佳產業重建新里佳 101101年年33月完成月完成

888888888888



文獻紀錄文獻紀錄文獻紀錄文獻紀錄
 完成完成1111本專書本專書(99(99年年77月月‐‐101101年年77月月))

–– 重建周年成果彙編重建周年成果彙編

–– 創新協力創新協力 重建永續家園專書重建永續家園專書
((永久屋專書永久屋專書 中英文版中英文版))((永久屋專書永久屋專書--中英文版中英文版))

–– 告別莫拉克告別莫拉克8888心感動心感動

重建報兩周年專刊重建報兩周年專刊–– 重建報兩周年專刊重建報兩周年專刊

–– 八八重建報第八八重建報第4343--6666期合訂本期合訂本

莫拉克颱風災後救助與安置莫拉克颱風災後救助與安置
已
於 –– 莫拉克颱風災後救助與安置莫拉克颱風災後救助與安置

–– 啟動希望心經濟啟動希望心經濟((產業重建專書產業重建專書))

重建三周年成果彙編重建三周年成果彙編

於
今
年
3 –– 重建三周年成果彙編重建三周年成果彙編

–– 愛與希望的天空愛與希望的天空--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貢獻獎專輯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貢獻獎專輯

文化保存與血脈傳承文化保存與血脈傳承 重建小林村重建小林村

~

7
月
完
成

898989898989

–– 文化保存與血脈傳承文化保存與血脈傳承--重建小林村重建小林村

–– 效率、創新的家園重建新思維效率、創新的家園重建新思維--高雄杉林大愛園區高雄杉林大愛園區
成



從從新家新家 新居新居…. …. 到到 新故鄉新故鄉

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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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新居新家、新居……新家 新居新家 新居……
2010.12.252010.12.25禮納里入厝典禮禮納里入厝典禮0 0 50 0 5禮納里入厝典禮禮納里入厝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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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家園重建家園重建

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家園重建家園重建

 賡續推動賡續推動家園重建家園重建各項工作，使永久屋基各項工作，使永久屋基 賡續推動賡續推動家園重建家園重建各項工作 使永久屋基各項工作 使永久屋基

地成為安居樂業的新家園地成為安居樂業的新家園

 整合整合產業、就業、文化、生活產業、就業、文化、生活等面向，強等面向，強

化落實以人為本的化落實以人為本的社區營造社區營造工作，以打造工作，以打造化落實以人為本的化落實以人為本的社區營造社區營造工作，以打造工作，以打造

永久屋基地成為彩虹永續社區永久屋基地成為彩虹永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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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持續控管未完成工程，如台持續控管未完成工程，如台2020、、21 21 、、2424線及線及

原鄉地區復建工程原鄉地區復建工程

 檢討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施行期間檢討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施行期間 檢討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施行期間檢討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施行期間
屆滿屆滿而而未及執行未及執行工程工程部分，妥為規劃部分，妥為規劃並持續並持續
督導控管督導控管，，高風險偏遠山區之道路建設將納高風險偏遠山區之道路建設將納督導控管督導控管，，高風險偏遠山區之道路建設將納高風險偏遠山區之道路建設將納
入督導控管重點，以加速且如質入督導控管重點，以加速且如質完成完成

 推動大阿里山風華計畫推動大阿里山風華計畫 使阿里山成產業重使阿里山成產業重 推動大阿里山風華計畫推動大阿里山風華計畫，使阿里山成產業重，使阿里山成產業重
建亮點建亮點

939393



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到新故鄉的路到新故鄉的路…..…..
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持續推動持續推動永久屋基地農業、文化、就業及行永久屋基地農業、文化、就業及行
銷銷服務 創造各項知識及創新產業發展機會服務 創造各項知識及創新產業發展機會銷銷服務，創造各項知識及創新產業發展機會服務，創造各項知識及創新產業發展機會

 持續辦理重建區農特產展售活動，解決重建持續辦理重建區農特產展售活動，解決重建
區農特產品銷售問題，並讓重建區居民有機區農特產品銷售問題，並讓重建區居民有機
會直接面對遊客，瞭解自身產品特性會直接面對遊客，瞭解自身產品特性會直接面對遊客 瞭解自身產品特性會直接面對遊客 瞭解自身產品特性

 加強重建區旅遊宣傳推廣加強重建區旅遊宣傳推廣，鼓勵重建區旅，鼓勵重建區旅
遊，遊，帶動重建區產業重建與發展帶動重建區產業重建與發展遊，遊，帶動重建區產業重建與發展帶動重建區產業重建與發展

 持續加強剩餘之持續加強剩餘之33處重建示範點，完成重建目處重建示範點，完成重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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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

重建三年來，最重要的是所有投入重建的力重建三年來，最重要的是所有投入重建的力

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

重建三年來 最重要的是所有投入重建的力重建三年來 最重要的是所有投入重建的力
量，包括各慈善團體、企業、每一位國人的量，包括各慈善團體、企業、每一位國人的
愛心、各級政府單位，以及重建區居民自身愛心、各級政府單位，以及重建區居民自身愛心、各級政府單位，以及重建區居民自身愛心、各級政府單位，以及重建區居民自身
的努力，少了其中一環，重建工作絕對無法的努力，少了其中一環，重建工作絕對無法
有今日的成果 大家的愛心信心耐心是今日有今日的成果 大家的愛心信心耐心是今日有今日的成果。大家的愛心信心耐心是今日有今日的成果。大家的愛心信心耐心是今日
重建成果背後最重要推手與支撐重建成果背後最重要推手與支撐

我們要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我們要為參與的每一分子喝采!!

我們要我們要為台灣喝采為台灣喝采!!!!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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