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農糧署更新資料 

第一章 災損及復建救助 

第一節 農 業 

一、農糧產業部分 

（一）災損概述 

台灣地區自 98 年8 月6 日起受莫拉克颱風影響，造成中南 

部縣市農產業災情，經各縣市政府查報累計農產業總損失（含 

農作物、養蜂、農田及農業設施）近新台幣129 億元；其中， 

農作物被害面積逾8.24 萬公頃，損害程度29％，換算無收穫 

面積逾2.36萬公頃，損失金額近新台幣50 億元。 

（二）現金救助 

苗栗、台中、彰化、南投、雲林、嘉義、台南、高雄、屏 

東、台東、花蓮、澎湖等縣及嘉義及台南市計14 縣市公告為

現金救助地區，依救助項目額度標準給予救助，撥付救助經費

為新台幣42億元，補助農戶數19萬餘戶。 

（三）產業輔導專案措施 

針對公告為現金救助地區或核定為專案補助地區，其土地 

合法經營使用但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狀等相關證明文件，不具 

備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資格之受災嚴重農民，提供產業 

輔導專案措施，撥付補助經費為新台幣0.68億元，補助戶數1,858戶。 

（四）埋沒流失之救助 

農田流失埋没之救助，依據經濟部「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 

管線輸電線路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規定，由縣市政府編列預 

算辦理救助，流失每公頃救助新台幣10 萬元、埋没每公頃救

助新台幣5 萬元、海水倒灌每公頃救助新台幣2.5 萬元，撥付

流失及埋没救助經費為新台幣2.52億元，救助面積3,764公頃。 



第六節 爭取民間資源參與 

災後重建工作千頭萬緒，政府財力及人力畢竟有限，如何妥 

善、迅速及正確地推動災區的重建工作，必需充分運用具有愛心 

且活力無限的民間資源與力量，並與政府資源作最有效率的整合 

與配置，方能在最短時間內將災區復原重建工作圓滿執行完成。 

現階段各產業重建主管部會已掌握及未來預計可與民間單位共同 

合作的項目、分工、合作方法（流程）、聯絡窗口等，茲以部會別 

整理如表1-6-1 至表1-6-6。同時，為本項爭取民間資源投入重建 

工作可持續推動，相關部會將成立專責小組，積極主動出擊，亦 

鼓勵民間業者透過表中各部會留置之聯絡窗口，隨時洽接相關合 

作事宜，讓愛心不落人後。 

此外，為落實產業重建計畫之重點推動，行政院重建推動委 

員會（以下簡稱重建會）經與台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高雄縣 

政府、台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及南投縣政府研商後，選定台東 

縣金峰鄉嘉蘭村，知本商圈，太麻里鄉金崙區；屏東縣林邊佳冬 

養殖漁業區，瑪家鄉瑪家農場文化藝術產業發展示範區；高雄縣 

旗山美濃商圈，南橫商圈，月眉、五里埔有機農業及平埔文化產 

業重建；台南縣北門鄉海埔養殖漁業生產區石斑魚苗繁殖專區， 

學甲鎮全國觀賞魚外銷物流中心及農特產品加工包裝中心，麻豆 

鎮文旦專業區；嘉義縣阿里山茶產業，鄒族文化特色產業，阿里 

山鄉里佳村；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溫泉風櫃斗區等15 處作為示範點 

。重建會續將透過適當的機制，整合政府特別預算、各部會一般預算

及地方政府資源，並爭取民間企業的參與，加速產業重建工作的完

成。 



表 1-6-1 民間資源參與產業重建彙整表（農委會） 

產業重建項目 
政府權責機關 民間參與單位 

（含國、公營事業） 民間參與項目 要求合作 
方法（流程） 

部會聯絡窗口 
中央 地方 已提出單位 未來合作對象 

1.協助災區復耕 
 

農委會 各相關縣政府 台肥公司  
台肥補助災區農 

會庫存受損肥料 

，減輕農會災損負 

擔，儘速恢復地區 

肥料正常供銷運 

作 

1. 農委會農糧署協助調

查農會實際庫存受損 

肥料數量。 

2. 台肥公司按農會受損

肥料數量，按出廠價

全額補助農會。 

3. 總計受損肥料數量

28,070 包，台肥補助

金額為1,404 萬7,107 

元，已自9 月份貨款

中折讓抵扣予相關農

會。 

 

農委會農糧署 

賴明陽視察 

Tel:(049)233-2380

#2348 

 

2. 協助有機農業 

經營 

 

農委會 

(經濟部) 

 

高雄縣政府 鴻海永齡基金會 

台糖公司 

巨農有機農場 

 

 鴻海協助鄉民利 

用台糖高雄縣杉 

林鄉月眉農場從 

事有機栽植、產品 

行銷 

 

1. 高雄縣政府協助租用

土地事宜。 

2. 農委會協助教育訓練

及農水路設置。 

3. 巨農有機農場提供經

營及生產技術指導。 

 

農委會農糧署 

林銘洲技正 

Tel:(049)233-2380

#2264 



 

第二章 重建目標及策略 
莫拉克颱風後，產業生產中輟、觀光、商業活動停止，產業喪失

生機，災區居民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為恢復災區社會常態，必須促

使產業快速復建，邁向繁榮。透過整體面思維，爭取民間企業、民間

團體（如非政府組織NGO）資源進入，並納入地方需求，整合農、觀

光、工商、原鄉特色 

等產業的重建規劃，以及推動融入當地原住民文化元素的文化創意產

業，並藉由「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及租稅減免，低利融資

等優惠規定，規劃產業重建之創新作法，讓產業儘速恢復活力與生

機。 

以下謹就農業、觀光業、工商業、原鄉特色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等個別產業之重建目標及策略分別擬定之。 

第一節 農 業 

一、農糧產業部分 

（一）重建目標 

1.果樹、蔬菜（有機蔬菜）、茶、蝴蝶蘭及花卉產業重建。 

2.健全水稻育苗中心稻種冷藏設施及育苗設備。 

3.改善災區農產品貯運集貨場、冷藏庫及運銷加工設備。 

4.協助肥料倉庫重建與整修及農機更新。 

（二）重建策略 

1.先辦理公共設施復建，再辦理產業復建。 

2.提供產業技術輔導及財務協助。 

3.整合軟硬體設施，協助整建產銷環境。 

4.輔導發展種苗、蘭花等重點精緻農業。 

5.爭取民間資源及納入地方復建需求。 



第三章 重建分區規劃 
本產業重建計畫將遵循國土保育與復育原則，針對「區域重建綱

要計畫」各個重建規劃分區特性及環境敏感度，進行產業重建規劃，

對於在第2 類策略分區（中低度環境敏感區）之產業重建，並以減輕

環境負擔為規劃原則，讓重建區產業能夠脫胎換骨，與環境、生態相

結合且永續經營。 

以下謹就農業、觀光業、工商業、原鄉特色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個

別產業之分區規劃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農 業 

依據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劃定之「重建規劃分區」，

各項農業產業重建工作實施地區以劃定之分區為主，分類整理如下： 

一、 農糧產業部分 

分區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數量及成果 

1、5、7、8 

、9、10 區 

 

輔導果樹網室設施

重建 

 

 

98 年度： 

輔導果樹網室設施重建，補助搭建加強型

網室設施，完成156公頃。  

99 年度：輔導果樹網室設施重建，補助搭

建加強型網室設施，完成41公頃。 

3、4、5、6 

、7、8、9、10、

11、12 區 

 

 

花卉生產設施（備）

復建及復育種苗補

助 

98年度： 

輔導百合、觀葉植物、火鶴花溫（網）室

等生產設施（備）重建，面積5.0863公頃，

蘭花設施重建7.2043公頃，種苗復育19,430

坪。 

99年度： 

輔導玫瑰、洋桔梗、文心蘭、黃椰子、火

鶴花（溫）網室等生產設施（備）重建面

積3.14公頃，蘭花生產設施0.66公頃，種苗

復育13,552坪。 

1、3、9 區 茶葉生產機能恢復 輔導茶園生產設施(備)及製茶機具(設備)



復建購置，儘速恢復生產及製茶機能，穩

定茶葉品質及市場需求，確保農民收益。

辦理茶園生產設施重建10公頃，蓄水池69

座，抽水設備141具。製茶廠設施(備)重建

19處，製茶機具35部。 

全區（1-15 

區） 

協助災損區設置蔬

菜生產保護設施 

 

98年： 

加強輔導災害地區農民設置蔬菜生產保護

設施，以恢復生產，設置面積49公頃。 

99年： 

設置蔬菜生產保護設施，以恢復生產面積

110公頃，提高蔬菜品質，保障農民收益。 

全區（1-15區） 更新育苗設備 更新育苗設備15台。 

全區（1-15區） 運銷機能恢復 98年： 

集貨場 6,200坪、冷藏庫780坪、分級包裝

及加工設備340組、貨車55輛、超市內部營

運設備22處。 

99 年： 

集貨場5,100坪、冷藏庫1,220坪、分級包裝

及加工設備180組、貨車15輛、超市內部營

運設備12處。 

3、6、7、9 

、14 區 

肥料倉庫修繕及重

建 
補助農會肥料倉庫重建 1 棟，修繕31棟。 

全區（1-15 

區） 

 

農機更新及修護 

 

98年： 

補助購置及修護復耕農機具，農機更新包

含農地搬運車、中耕管理、施肥、除草、

病蟲害防治等農機修護以曳引機、插秧機、 

聯合收獲機及乾燥調製機等大型農機具為

限。補助額度，按各種機種牌型售價（修

護費）1/2為原則，共補助1,633 台。 

99年:補助2,559台。 



第一節 農 業 

一、農糧產業部分 

98及99年度編列重建特別預算新台幣5.9億元，辦理農糧產業重建

工作（詳表4-1-1），實際執行經費4.7億元，提列準備1.2億元。 

 

表4-1-1 農糧產業重建執行經費 

分區 工作項目 
重建特別預算經費（單位：新台幣億元） 

98及99年度執行經費 

1、5、7、8 

、9、10 區 

輔導果樹網室設施重建 
0.79 

3、4、5、6、7 、8 、

9、10、11、12 區 

花卉生產設施（備）復

建及復育種苗補助 
0.70 

1、3、9 區 茶葉生產機能恢復 0.048 

全區（1-15區） 

 

協助災損區設置蔬菜生

產保護設施 
1.227 

全區（1-15區） 更新育苗設備 0.003 

全區（1-15區） 運銷機能恢復 1.15 

3、6、7、9、14 區 肥料倉庫修繕及重建 0.15 

全區（1-15區） 農機更新及修護 0.63 

 合 計 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