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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希望重建愛重建希望重建愛

報告人：陳振川副執行長報告人：陳振川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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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0699.08.06

莫拉克颱風莫拉克颱風
災後重建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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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之美與痛原鄉之美與痛

原鄉高山土地原鄉高山土地

是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母親

提供水、流奶與蜜的地方提供水、流奶與蜜的地方

這麼漂亮的生活環境總讓人想投入它的懷抱這麼漂亮的生活環境總讓人想投入它的懷抱

但是，因為氣候異常與超大災害的侵襲但是，因為氣候異常與超大災害的侵襲

我們的土地，也是我們的母親病了我們的土地，也是我們的母親病了

需要時間休息養病需要時間休息養病

也需要適當調處，再站起來也需要適當調處，再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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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孤島化住家孤島化 ((阿里山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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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災前

NN

Landslide area
Landsli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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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佳冬淹水情形林邊佳冬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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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莫拉克災後崩塌地調查分析崩塌地調查分析

莫拉克颱風莫拉克颱風
崩塌崩塌
((處處))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
((公頃公頃))

崩塌率崩塌率
(%)(%)

颱風後崩塌颱風後崩塌 (a)(a) 33,88633,886 51,30451,304 5.525.52
颱風前崩塌颱風前崩塌 (b)(b) 8,7058,705 11,81211,812 1.271.27
颱風前後颱風前後

崩塌變異崩塌變異 (a)(a)‐‐(b)(b) 25,18125,181 39,49239,492 4.254.25

年度年度 災害災害 崩塌調查崩塌調查 崩塌率崩塌率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

8989年年 921921地震地震 2424萬公頃萬公頃 4.70%4.70% 11,28011,280公頃公頃

9090年年 桃芝颱風桃芝颱風 72.172.1萬公頃萬公頃 3.13%3.13% 22,56722,567公頃公頃

9898年年 莫拉克颱風莫拉克颱風 98.998.9萬公頃萬公頃 5.52%5.52% 51,30451,304公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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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後泥砂生產量推估莫拉克颱風後泥砂生產量推估


 

莫拉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莫拉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39,49239,492公頃，推估泥砂公頃，推估泥砂
 生產量有生產量有1212億億MM3 3 ((相當於相當於650650座台北座台北101101大樓大樓))，其，其
 中坡面殘餘量中坡面殘餘量88億億MM33

 
，土砂流出量，土砂流出量44億億MM33

新增崩塌新增崩塌
39,49239,492公頃公頃

泥砂生產量
12億方
泥砂生產量泥砂生產量

1212億億方方
坡面殘餘量

8億方
坡面殘餘量坡面殘餘量

88億億方方

中上游土砂量
1.5億方

中上游土砂量中上游土砂量
1.51.5億億方方

包含：中央管、縣市管河川、水庫集水區包含：中央管、縣市管河川、水庫集水區

 等淤積量及等淤積量及出海量出海量

中下游土砂量
2.5億方

中下游土砂量中下游土砂量
2.52.5億億方方

坡
面殘

餘
量

土砂土砂

流出
量

流出
量

土砂流出量
4億方

土砂流出量土砂流出量
44億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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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清除達漂流木清除達152152萬噸萬噸

高樹地區漂流木堆積情形高樹地區漂流木堆積情形 漂流木清理完成漂流木清理完成

旗尾地區漂流木厚層堆積旗尾地區漂流木厚層堆積 漂流木清理完成漂流木清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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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溪上游崩塌地面積和社溪上游崩塌地面積


 

天然林崩塌面積比不低於契約林地天然林崩塌面積比不低於契約林地


 

環境與氣候之異常，也是大自然力量之展現環境與氣候之異常，也是大自然力量之展現

類別類別
原面積原面積
((公頃公頃))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
((公頃公頃))

崩塌比例崩塌比例
(%)(%)

契約地契約地 214214 1818 8.368.36
造林地造林地 2,3472,347 6565 2.772.77

天然林及其他天然林及其他 3,3093,309 525525 15.8715.87
小計小計 5,8775,877 608608 10.3010.30

資料來源：台大實驗林管理處資料來源：台大實驗林管理處資料來源：台大實驗林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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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山停機坪與祝山停機坪與
觀日平台觀日平台

莫拉克前後崩塌比較莫拉克前後崩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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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及建物毀損人員傷亡及建物毀損

人 員 傷 亡人 員 傷 亡人 員 傷 亡

淹 水 戶 數淹 水 戶 數淹 水 戶 數

住 屋 毀 損住 屋 毀 損住 屋 毀 損

交 通 重 創交 通 重 創交 通 重 創

死亡699人、重傷4人死亡死亡699699人、重傷人、重傷44人人

淹水50cm以上，140,424戶淹水淹水50cm50cm以上，以上，140,424140,424戶戶

淹 水 面 積淹 水 面 積淹 水 面 積

勘定1,766戶勘定勘定1,7661,766戶戶

河川流域淹水總面積約13,304公頃
排水洪災總淹水面積約83,220公頃
河川流域淹水總面積約河川流域淹水總面積約13,30413,304公頃公頃
排水洪災總淹水面積約排水洪災總淹水面積約83,22083,220公頃公頃

6大公路系統、8處環島鐵路66大公路系統、大公路系統、88處環島鐵路處環島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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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助金發放情形賑助金發放情形

死亡與失蹤者 (699人)死亡與失蹤者死亡與失蹤者 (699(699人人))

安遷慰助 (4,978人)安遷慰助安遷慰助 (4,978(4,978人人))

重傷者 (4人)重傷者重傷者 (4(4人人))

賑災基金會賑災基金會賑災基金會

6.41億元6.416.41億元億元

1億元11億元億元

淹水救助 (140,424戶)淹水救助淹水救助 (140,424(140,424戶戶))

1百萬元11百萬元百萬元

28.1億元28.128.1億元億元

安遷、租屋、淹
 水賑助

 

安遷、租屋、淹安遷、租屋、淹
 水賑助水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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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災損農林漁牧災損

農林漁牧產業
192.2億元
農林漁牧產業農林漁牧產業
192.2192.2億元億元

觀光設施
21.8億元
觀光設施觀光設施
21.821.8億元億元

工商業整體
42.8億元
工商業整體工商業整體
42.842.8億元億元

原鄉特色產業
22.6億元

原鄉特色產業原鄉特色產業
22.622.6億元億元

損失總計
279.4億元
損失總計損失總計
279.4279.4億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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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當時社經情勢災後當時社經情勢

全球經濟不
 景氣、經濟
 危機、失業
 率高

H1N1威脅
 陰影

災後症候群
(災民心理、生

 理、社會輿論)

期待期待
援助援助

宣洩宣洩宣洩

抱怨抱怨抱怨

民眾期待高民眾期待高
重建挑戰任務艱鉅重建挑戰任務艱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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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一年過去這一年

林邊佳冬清淤林邊佳冬清淤
 

石斑魚復養石斑魚復養
 

家園與產業文化重建家園與產業文化重建
 

河川疏濬與基礎建設河川疏濬與基礎建設
 

etc.etc.



990806 重建希望．重建愛 16

林邊佳冬清淤林邊佳冬清淤  
98.09.3098.09.30完成完成

家庭污水管家庭污水管
自來水管自來水管

化糞池排放管化糞池排放管

雨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

((大動脈大動脈))

水水

家庭管線
(微血管)
家庭管線家庭管線
((微血管微血管))

連通管
(血管)
連通管連通管
((血管血管))

水溝
(小動脈)
水溝水溝

((小動脈小動脈))

淤積土沙淤泥淤積土沙淤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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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佳冬清淤林邊佳冬清淤


 

重建會於重建會於08.2508.25成立「林邊及佳冬地區淹水問題專成立「林邊及佳冬地區淹水問題專
 案小組」，案小組」，08.3108.31成立「林邊、佳冬前進辦公成立「林邊、佳冬前進辦公

 室」室」，，每日召集檢討會議，督導協調執行進度及每日召集檢討會議，督導協調執行進度及
 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佳冬鄉塭豐村主排幹線於佳冬鄉塭豐村主排幹線於09.0209.02完成全線清淤通完成全線清淤通
 水；林邊鄉水；林邊鄉AA、、BB幹線總長度幹線總長度2,285m2,285m，於，於09.1609.16完完

 成全線清淤通水成全線清淤通水


 

林邊溪河床淤砂嚴重區域林邊溪河床淤砂嚴重區域33處，預估處，預估2626萬萬mm33，在，在
 國軍與縣府的努力下，截至國軍與縣府的努力下，截至09.2509.25止，清疏量達止，清疏量達

 34.534.5萬萬m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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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完成任務提早完成任務  回復常軌回復常軌


 

國軍投入兵力達國軍投入兵力達26.626.6萬人次萬人次，佔全國救災，佔全國救災
 復建工作國軍總動員數復建工作國軍總動員數54.754.7萬人次之萬人次之

 48.6%48.6%，可見本災區復建困難度與工作量，可見本災區復建困難度與工作量
 之龐大之龐大


 

屏東縣曹啟鴻縣長估算，林邊佳冬地區復屏東縣曹啟鴻縣長估算，林邊佳冬地區復
 建工作原預計需建工作原預計需44個月個月完成，但經工作團隊完成，但經工作團隊

 努力搶進，僅花努力搶進，僅花5050天天即完成復建，使災區即完成復建，使災區
 環境早日復原，並及時迎接芭瑪颱風挑戰環境早日復原，並及時迎接芭瑪颱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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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政府+民間+國軍成立前進專案小組
 每晚密集會議、白天巡查工地、立即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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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幹線清淤

98.9.2

98.9.1

進行外科開刀手術，進行外科開刀手術，
 管制交通，直接進入管制交通，直接進入
 清淤，加速清通清淤，加速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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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台17 線
路面AC鋪設完成

街道商店陸續
 重新展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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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復養石斑魚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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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會議關鍵會議


 

98.09.2598.09.25重建會召開「研商縣市政府有效處理重建會召開「研商縣市政府有效處理
 莫拉克颱風造成農田莫拉克颱風造成農田((魚塭魚塭))埋沒之泥沙清運暨埋沒之泥沙清運暨
 相關會議」，相關會議」，突破公務人員圖利及土石採取突破公務人員圖利及土石採取

 法等障礙法等障礙


 

98.10.1998.10.19邀集國防部、經濟部、農委會、工程邀集國防部、經濟部、農委會、工程
 會、環保署、法務部、屏東地檢署、屏東縣會、環保署、法務部、屏東地檢署、屏東縣

 政府等相關機關，決議：「政府等相關機關，決議：「政府應從救濟與政府應從救濟與
 防救災的角度輔導受災嚴重的養殖業受災，防救災的角度輔導受災嚴重的養殖業受災，
 盡速展開協助以避免二次災害發生，也期產盡速展開協助以避免二次災害發生，也期產
 業可趕快恢復生機業可趕快恢復生機」」



990806 重建希望．重建愛 24

大家齊心分頭並進大家齊心分頭並進


 

屏東縣府負責林邊溪疏濬，國軍則協助清淤及車屏東縣府負責林邊溪疏濬，國軍則協助清淤及車
 輛運輸作業順利進行所需人力及機具，所需經費輛運輸作業順利進行所需人力及機具，所需經費
 由經濟部水利署支應，砂石運輸費則由養殖業者由經濟部水利署支應，砂石運輸費則由養殖業者
 自行吸收自行吸收，並自行管理取運砂石回填魚塭，並自行管理取運砂石回填魚塭


 

屏東縣養殖漁業展協會屏東縣養殖漁業展協會黃再團理事長黃再團理事長與同為養殖與同為養殖
 業者之業者之李福成先生李福成先生，配合水利署與軍方等單位，，配合水利署與軍方等單位，
 將自己的魚池破堤作為溢洪池引退村內積水將自己的魚池破堤作為溢洪池引退村內積水，每，每
 日辛苦協調調度，且在砂石回填過程中，他與李日辛苦協調調度，且在砂石回填過程中，他與李
 福成先生禮讓別人先回填，自己魚塭最後才處福成先生禮讓別人先回填，自己魚塭最後才處

 理理，，展現台灣人重要之核心價值－善良、正直、展現台灣人重要之核心價值－善良、正直、
 勤奮、誠信、進取、包容勤奮、誠信、進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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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復養情形石斑魚復養情形


 
整體復養已達整體復養已達88成，其中受創最嚴重的屏東縣已完成復養成，其中受創最嚴重的屏東縣已完成復養

 547547公頃，復養率公頃，復養率75%75%，透過專案允許漁船運搬養殖活魚，透過專案允許漁船運搬養殖活魚
 外銷，外銷，9898年石斑魚外銷量達年石斑魚外銷量達4,1714,171公噸，出口值新台幣公噸，出口值新台幣

 13.713.7億元億元 (4,282(4,282萬美元萬美元))，較，較9696年有顯著之成長幅度年有顯著之成長幅度


 

鬆綁法令提供林邊溪客土至佳冬、林邊、枋寮等魚塭，鬆綁法令提供林邊溪客土至佳冬、林邊、枋寮等魚塭，
 99.6.2499.6.24已全部完成客土工作，已全部完成客土工作，共計共計93.293.2萬萬mm33，估計漁民，估計漁民
 節省節省7.47.4億元砂石費，受益魚塭面積達億元砂石費，受益魚塭面積達310.16310.16公頃公頃

期間期間 出口量值出口量值 期間期間 出口量值出口量值
 

((成長幅度成長幅度))

9696年年 136136公噸公噸
83.683.6萬美元萬美元 9898年年 4,1714,171公噸公噸((成長成長3030倍倍))

4,2824,282萬美元萬美元((成長成長5151倍倍))

9898年年
11‐‐55月月

1,3941,394公噸公噸
1,2211,221萬美元萬美元

9999年年
11‐‐55月月

1,4561,456公噸公噸((成長成長4.5%)4.5%)
1,5531,553萬美元萬美元 ((成長成長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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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清疏與魚塭回填林邊清疏與魚塭回填 (98.12.19)(9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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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新家園再造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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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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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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設施重建計畫
98.11.25

第8次委員會通過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交通部、原民會、內政部

 、農委會、經濟部、工程

 會等

產業重建計畫
98.12.30

第9次委員會通過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

 、文建會、勞委會、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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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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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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重建作法家園重建作法

家家 .. 園園 .. 重重 .. 建建

產產
 業業

文文
 化化

教教
 育育

生生
 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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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災區範圍確認災區範圍


 

推動災區劃定工作，辦理部推動災區劃定工作，辦理部 ((聚聚) ) 落安全說明會，落安全說明會，
 辦理危險地區安全勘定工作辦理危險地區安全勘定工作291291處處，啟動永久安，啟動永久安

 置作業程序置作業程序


 

辦理特定區域說明會辦理特定區域說明會115115處處、實地勘查及審議、實地勘查及審議160160
 處處、諮商、諮商141141處處


 

經經清查比對，清查比對，特定區域及安全堪虞地區特定區域及安全堪虞地區內內總總計計
 6,3166,316戶，戶，計計19,19119,191人人

－－
 

原住民約原住民約13,91113,911人，佔災民總人數人，佔災民總人數72.5%72.5%
－－

 
核准永久屋核准永久屋2,6902,690戶，戶，8,2318,231人接受安置人接受安置

－－
 

3,6263,626戶戶/10,960/10,960人仍留在原居住地人仍留在原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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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遷居自主意願尊重遷居自主意願


 

重建特別條例第重建特別條例第2020條條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市))政府得就災區安政府得就災區安

 全堪虞或違法濫建全堪虞或違法濫建
 

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之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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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遷居、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


 

劃定特定區域係依法啟動劃定特定區域係依法啟動，為，為安置與協助災安置與協助災
 民的必要法定程序民的必要法定程序


 

尊重原居住者之意願尊重原居住者之意願，達成「對原居住者意，達成「對原居住者意
 願均予尊重為諮商共識」之目的願均予尊重為諮商共識」之目的



990806 重建希望．重建愛 33

加速永久屋興建作法加速永久屋興建作法

安置用地勘選
等行政作業
安置用地勘選安置用地勘選
等行政作業等行政作業

房屋毀損戶房屋毀損戶房屋毀損戶

• 辦理核發房屋毀損證明
• 彙造受災戶名冊 (地方政府)
• 受災戶入住永久屋意願調查 (含永久屋

 規劃說明會) 

• 辦理核發房屋毀損證明
• 彙造受災戶名冊 (地方政府)
• 受災戶入住永久屋意願調查 (含永久屋

 規劃說明會)

• 安置用地勘選會勘，擇定永久屋基地
• 進行安置用地開發規劃、土地變更作業

 及徵收/撥用作業
 • 進行遷村戶安置意願調查與造冊

• 安置用地勘選會勘，擇定永久屋基地
• 進行安置用地開發規劃、土地變更作業

 及徵收/撥用作業
• 進行遷村戶安置意願調查與造冊

• 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劃定特定區域作業
• 進行部落說明會、協商，凝聚共識
• 核發遷村(居)戶證明，進行後續安置

• 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劃定特定區域作業
• 進行部落說明會、協商，凝聚共識
• 核發遷村(居)戶證明，進行後續安置

永久屋與
社區興建
永久屋與永久屋與
社區興建社區興建

特定區域之
遷村.遷居戶
特定區域之特定區域之

遷村遷村..遷居戶遷居戶

• 確定永久屋需求
• 公共設施施作
• 永久屋規劃.設計與施工

• 確定永久屋需求
• 公共設施施作
• 永久屋規劃.設計與施工

安 置 對 象安 置 對 象安 置 對 象 推 動 措 施推 動 措 施推 動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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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永久屋資格審核各縣永久屋資格審核


 

因劃定特定區、安全勘虞地區及安置基地因劃定特定區、安全勘虞地區及安置基地
 拆遷戶，合計受理拆遷戶，合計受理永久屋申請永久屋申請計計4,2334,233戶戶，，
 已核發配住資格計已核發配住資格計2,6182,618戶戶 (2,690(2,690間間))

項項
目目

合合
計計

高高**
雄雄
縣縣

屏屏**
東東
縣縣

台台
東東
縣縣

南南
投投
縣縣

嘉嘉
義義
縣縣

臺臺
南南
縣縣

雲雲
林林
縣縣

申請數申請數 4,2334,233 1,7651,765 1,3661,366 207207 203203 611611 4343 3838

核發數核發數 2,6182,618 931931 790790 191191 174174 478478 2626 2828

通過率通過率 61.861.8 52.752.7 57.857.8 92.392.3 85.785.7 78.278.2 60.560.5 73.773.7

* * 高雄縣尚有高雄縣尚有9393件待補件；屏東縣尚有件待補件；屏東縣尚有9999件待補件件待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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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興建管控目標永久屋興建管控目標

共共30 30 處基地，預計興建處基地，預計興建2,5862,586間永久屋間永久屋


 

第第11階段：階段：1515處，處，1,6481,648間，已完工間，已完工1,1161,116間間
－－災民於災民於03.1503.15前提出申請前提出申請，，縣府於縣府於33月底前審定月底前審定

 且安置基地確定者且安置基地確定者

－－目標於目標於08.0808.08災滿周年前完成災滿周年前完成


 

第第22階段：階段：88處，處，666666間間
－－自自03.3103.31後審定數有增加，並在後審定數有增加，並在04.3004.30前完成審前完成審

 核配住資格者核配住資格者

－－目標於今目標於今 (99) (99) 年年99月底完工月底完工



990806 重建希望．重建愛 36

永久屋興建管控目標永久屋興建管控目標

((續續) ) 共共30 30 處基地，預計興建處基地，預計興建2,5862,586間永久屋間永久屋


 

其他：其他：77處，處，272272間間

－－ 11處基地於處基地於55月以後確定、月以後確定、44處基地位置尚未處基地位置尚未
 確定、確定、22處基地已確定尚待民間團體認養興建處基地已確定尚待民間團體認養興建

 －－將視地方政府完成協調確認後，依啟動將視地方政府完成協調確認後，依啟動 ((開工開工) ) 
 日期日期55個月內完工個月內完工


 

預計截至預計截至08.0808.08止，可完工止，可完工 1,480 1,480 間，間，
 佔截止佔截止44月底申請核定戶數月底申請核定戶數 (2,114(2,114間間) ) 

 之之70.0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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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家園重建的作為政府在家園重建的作為


 

取得土地取得土地207.83207.83公頃公頃

－－土地徵收土地徵收 170.54 170.54 公頃公頃 ((徵收補償費徵收補償費 12.85 12.85 
 億元億元))

－－公有土地無償提供：公有土地無償提供：37.29 37.29 公頃公頃


 

公共設施經費公共設施經費 13.2 13.2 億元億元


 

重建會召開永久屋基地整合會議計重建會召開永久屋基地整合會議計 130130
 次，釐清關鍵作業項目，訂定管控時程次，釐清關鍵作業項目，訂定管控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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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永久屋已完工永久屋

高雄杉林鄉大愛園區 (慈濟)

99.03.19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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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永久屋已完工永久屋

高雄杉林大愛園區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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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永久屋已完工永久屋
台南縣芒果蒸熱場 (慈濟)

南投新豐村 (慈濟)

台東德其段 (世展)

台東大武國小 (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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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完工永久屋近期完工永久屋
屏東瑪家農場 (世展)

高雄五里埔 (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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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完工永久屋近期完工永久屋
屏東長治分台 (慈濟) 嘉義轆子腳 (紅十)

南投水里 (張榮發)台東嘉蘭村 (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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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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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永久屋基地未能如期部分永久屋基地未能如期  完成原因完成原因


 
梅雨及山區午後雷雨，因午後落雷鋼筋彎紮工人均不敢梅雨及山區午後雷雨，因午後落雷鋼筋彎紮工人均不敢

 上工，嚴重影響工進上工，嚴重影響工進

五里埔五里埔
 
自自55月月1313日起至日起至88月月11日止共日止共8181天，天，降雨天數降雨天數

 達達5252天天
瑪家農場瑪家農場

 
自自55月月2323日起至日起至88月月11日止共日止共7171天，天，降雨天數降雨天數

 達達4242天天


 

基地位於山坡地須增做擋土牆，填土壓實後才能開始施基地位於山坡地須增做擋土牆，填土壓實後才能開始施
 作永久屋基礎，致工期增加作永久屋基礎，致工期增加 ((瑪家、舊高士、金富段瑪家、舊高士、金富段))


 

民眾要求落實部落參與規劃設計，溝通費時民眾要求落實部落參與規劃設計，溝通費時 ((嘉蘭第嘉蘭第11基基
 地西側地西側))


 

重建工程陸續開展，承商動員能量不足重建工程陸續開展，承商動員能量不足


 

基地確定後，實際施工期程緊迫基地確定後，實際施工期程緊迫 ((平均約平均約3~43~4個月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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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疏濬與河川疏濬與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台24線 (新威大橋下河床)台24線 (新威大橋下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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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土保育為先之重建以國土保育為先之重建


 

公路依環境情況分甲、乙、丙三級進公路依環境情況分甲、乙、丙三級進
 行重建行重建 ((橋梁道路、堤防、水土保持橋梁道路、堤防、水土保持))


 

落實「山路橋河」共治落實「山路橋河」共治


 

大力疏濬，優先大力疏濬，優先
保護社區與公共保護社區與公共

設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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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疏
 濬
 目
 標
 

疏疏
 濬濬
 目目
 標標

河川疏濬
4,500萬m3
河川疏濬
4,500萬m3

水庫輸砂及放淤
1,000萬m3

水庫輸砂及放淤
1,000萬m3

野溪清疏
1,000萬m3
野溪清疏
1,000萬m3

努力目標：99年6月30日完成6,500萬m3努力目標：努力目標：9999年年66月月3030日完成日完成6,5006,500萬萬mm33

99年5月19日達成疏濬目標量6,500萬m39999年年55月月1919日達成疏濬目標量日達成疏濬目標量6,5006,500萬萬mm33

99年6月30日完成疏濬執行量8,017萬m39999年年66月月3030日完成疏濬執行量日完成疏濬執行量8,0178,017萬萬mm33

99年8月1日完成疏濬執行量8,720萬m3

達成率134.1%，超前2,220萬m3 (34.1%)
9999年年88月月11日完成疏濬執行量日完成疏濬執行量8,7208,720萬萬mm33

達成率達成率134.1%134.1%，超前，超前2,2202,220萬萬mm3 3 

 
(34.1%)(34.1%)

目標量目標量

河川河川 (4,500)(4,500)
水庫水庫 野溪野溪 合計合計

水利署水利署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2,5002,500 2,0002,000 1,0001,000 1,0001,000 6,5006,500
累計至累計至99.08.0199.08.01

 執行量執行量
3,379.83,379.8 2,160.02,160.0 1,588.61,588.6 1,591.11,591.1 8,7208,720

達成率達成率 135.2%135.2% 108.0%108.0% 158.9%158.9% 159.1%159.1% 134.1%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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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庫疏濬具體效益河川水庫疏濬具體效益


 

55月月2323日及日及2828日、日、66月月1010日及日及1313日四波梅雨日四波梅雨

77月月2727日西南氣流引入災區豪大雨日西南氣流引入災區豪大雨


 

汛期前避災演練經驗，未造成重大災害汛期前避災演練經驗，未造成重大災害


 

河川疏濬發揮成效，林邊、旗山鎮等區域未發生河川疏濬發揮成效，林邊、旗山鎮等區域未發生
 淹水災情淹水災情

河系河系
疏濬長度疏濬長度

(km)(km)
增加通洪斷面積增加通洪斷面積

(m(m22))

濁水溪水系濁水溪水系 5757 172172

高屏溪水系高屏溪水系 5555 406406

災區其他河段災區其他河段 7676 14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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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系統公路系統


 

除台除台99、、1818及及2727線為原功能復建，其餘線為原功能復建，其餘因環境敏因環境敏
 感脆弱，服務聚落較少，復建經費龐大，重複致感脆弱，服務聚落較少，復建經費龐大，重複致
 災風險高，採部分原功能修復或簡易修復災風險高，採部分原功能修復或簡易修復，並於，並於
 汛期間採即斷即修汛期間採即斷即修汛期災後復建時程估算汛期災後復建時程估算 ((解除解除

 孤島現象孤島現象))

已通車路段已通車路段 通車日期通車日期 完工效益完工效益

受創受創66大公路系統搶通大公路系統搶通 98.11.3098.11.30 解除聚落孤島現象解除聚落孤島現象

受創受創88處環島鐵路復駛處環島鐵路復駛 98.12.3098.12.30 環島鐵路網恢復運行環島鐵路網恢復運行

台台2727線大津橋通車線大津橋通車 99.06.1599.06.15 降低茂林鄉於汛期間形成孤降低茂林鄉於汛期間形成孤
 島之風險島之風險

台台1616線集集路段通車線集集路段通車 99.07.1099.07.10 恢復原有交通運輸服務水準恢復原有交通運輸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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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工程執行情形指標性工程執行情形
台16線集集路段

台27線大津橋

台20線甲仙大橋通車

阿里山公路通行大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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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園、新發大橋工程雙園、新發大橋工程


 

台台1717線雙園大橋線雙園大橋
雙園大橋改建工程於雙園大橋改建工程於98.12.2698.12.26開工，目前進度開工，目前進度8.16% (8.16% (超超

 前前11.26%)11.26%)，預計，預計100100年底完工通車年底完工通車


 

台台2727線新發大橋線新發大橋
由中鋼公司認養捐贈由中鋼公司認養捐贈55億元辦理重建，億元辦理重建，99.01.2799.01.27開工，開工，目目

 前進度前進度32% (32% (符合預定進度符合預定進度))，預計，預計100100年年66月底前完工通車月底前完工通車

雙園大橋模擬圖

新發大橋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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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727甲六龜路段工程甲六龜路段工程


 

台台2727甲六龜段甲六龜段 (6K(6K～～8K) 8K) 改善工程及六龜大橋橋改善工程及六龜大橋橋
 面版工程進度因受面版工程進度因受22次豪雨影響，預計延至次豪雨影響，預計延至88月底月底

 完成完成
六龜大橋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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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文化重建產業與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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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文化重建產業與文化重建


 

文創產業計畫與文化重建，結合地方特色產品與文創產業計畫與文化重建，結合地方特色產品與
 旅遊路線，吸引人潮回籠旅遊路線，吸引人潮回籠


 

一鄉一產業計畫、一鄉一產業計畫、1212處產業重建示範點計畫處產業重建示範點計畫


 

99.07.2699.07.26小林村階段性紀念碑落成、小林村紀念小林村階段性紀念碑落成、小林村紀念
 公園公園99.1099.10底前動工、五里埔小林平埔文物館底前動工、五里埔小林平埔文物館


 

永久屋基地資源整合永久屋基地資源整合
針對針對5050戶以上永久屋基地成立工作圈，整合投入戶以上永久屋基地成立工作圈，整合投入

 各中央部會相關計畫與民間資源各中央部會相關計畫與民間資源


 

企業資源引入，協助硬體重建與提供就業機會企業資源引入，協助硬體重建與提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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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之杉林有機農業鴻海之杉林有機農業


 

永齡有機農業園區永齡有機農業園區

目標：目標：著眼於國土保育長期發展，兼顧原鄉部落產業發著眼於國土保育長期發展，兼顧原鄉部落產業發
 展，輔導原鄉部落「有機農業」栽植，並於「永展，輔導原鄉部落「有機農業」栽植，並於「永
 齡有機農業專區」，設置「理貨及集貨中心」，齡有機農業專區」，設置「理貨及集貨中心」，
 透過統一企業物流宅配輸送，提高產銷售量，增透過統一企業物流宅配輸送，提高產銷售量，增
 加收益加收益

效益：效益：打造一個生態，生產及生活的三生產業，並結合打造一個生態，生產及生活的三生產業，並結合
 鄰近地區，發展觀光旅遊，有助於型塑台灣集災鄰近地區，發展觀光旅遊，有助於型塑台灣集災
 區安置、就業及新興產業發區安置、就業及新興產業發

 
展的國際形象展的國際形象


 

永齡有機農場永齡有機農場目前進用人員計目前進用人員計104104人人，以，以大愛大愛
 村、小林村村、小林村居民居民及災民及災民為優先，為優先，並持續進用中並持續進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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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齡有機農業園區永齡有機農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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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之里佳村台積電之里佳村


 

鄒族產業重建視覺識別標誌徵選鄒族產業重建視覺識別標誌徵選


 

協助阿里山鄉里佳村協助阿里山鄉里佳村55家家民宿申請合法化民宿申請合法化


 

規劃興建規劃興建竹筍加工室與製茶所竹筍加工室與製茶所，結合製茶、觀光與民，結合製茶、觀光與民
 宿功能，以複合式經營吸引觀光人潮宿功能，以複合式經營吸引觀光人潮

鄒族識別標誌鄒族識別標誌 觀光製茶廠觀光製茶廠 竹筍加工廠竹筍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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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業復養農漁業復養


 

屏東地區之石斑魚復養屏東地區之石斑魚復養

整體復養已達整體復養已達88成，成，9999年年11月至月至55月出口值較去年月出口值較去年
 同期成長同期成長27%27%


 

蘭花復育蘭花復育

生產設施修繕或重建已全數完成，蝴蝶蘭已全部生產設施修繕或重建已全數完成，蝴蝶蘭已全部
 恢復生產並陸續出貨外銷，恢復生產並陸續出貨外銷，9999年年11月至月至55月出口值月出口值
 較去年成長較去年成長36%36%


 

145145萬公噸漂流木再利用萬公噸漂流木再利用

透過藝術創作、家園重建、生態再生利用等方透過藝術創作、家園重建、生態再生利用等方
 式，培訓原住民技藝，創造特色產業式，培訓原住民技藝，創造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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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商機復啟觀光商機復啟


 

阿里山風華再現阿里山風華再現

99.06.2599.06.25阿里山開放通行大巴士，祝山線與神木阿里山開放通行大巴士，祝山線與神木
 線森林鐵路復駛，重新啟動觀日出火車，截至線森林鐵路復駛，重新啟動觀日出火車，截至77

 
月底，阿里山遊客人數已恢復至六成月底，阿里山遊客人數已恢復至六成


 

十全十美甲仙筍節十全十美甲仙筍節

99.06.2699.06.26甲仙大橋通車，當地鄉親配合舉辦甲仙大橋通車，當地鄉親配合舉辦20102010
 

甲仙竽筍節活動，正式宣告甲仙地區不再是孤甲仙竽筍節活動，正式宣告甲仙地區不再是孤
 島，截至島，截至77月底止，商家營業情形已恢復至六成月底止，商家營業情形已恢復至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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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特色產品網路行銷平台重建區特色產品網路行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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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經驗與學習經驗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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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我們從921921經驗中學到什麼經驗中學到什麼


 

行政立法同心，快速通過特別條例及行政立法同心，快速通過特別條例及
 

特別預算特別預算


 

政府與民間攜手分工合作，加速重建政府與民間攜手分工合作，加速重建


 

中央地方各盡其力，中央地方各盡其力，各司其職各司其職


 

永久安置優先，永久安置優先，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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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先積極政府應先積極
 任事，主動排任事，主動排
 除民間困難，除民間困難，
 同步推動，以同步推動，以
 增進效率增進效率

政府概括承受重建政府概括承受重建
 成效，民間是來協成效，民間是來協
 助政府辦事，政府助政府辦事，政府
 應注意合作態度、應注意合作態度、
 作法與分工作法與分工

政府民間分工合作政府民間分工合作

有公權力，提供土地，惟易有有公權力，提供土地，惟易有
 本位主義及組織界面多本位主義及組織界面多政府政府

作業有彈性，發包作業較快作業有彈性，發包作業較快NG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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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園重建為例以家園重建為例

擬定政策、編列預算、制定法擬定政策、編列預算、制定法
 律、提供土地、簡化程序、媒律、提供土地、簡化程序、媒
 合資源、基地外公共設施興建合資源、基地外公共設施興建
 及協助及協助

 
((特定區域劃設特定區域劃設))

中央中央

永久屋資格審定、建管行政、永久屋資格審定、建管行政、
 社區管理社區管理

永久屋及基地內公共設施興建永久屋及基地內公共設施興建

地方地方

NG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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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學習經驗與學習


 

缺乏政府、民間合作重建分工經驗，應明確分工缺乏政府、民間合作重建分工經驗，應明確分工
 範圍，並簽訂協議書範圍，並簽訂協議書


 

政府重視政府重視法、理、情法、理、情，，NGONGO重視重視情、理、法情、理、法


 

各各NGONGO有其組織、文化與作為模式有其組織、文化與作為模式


 

各各NGONGO和災民互動方式不同，執行標準不同和災民互動方式不同，執行標準不同


 

政府作為受法令束縛，效率慢；政府作為受法令束縛，效率慢；NGONGO效率快但缺效率快但缺
 公權力公權力

相互尊重與合作相互尊重與合作
以災民及災區重建為優先以災民及災區重建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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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是重建是……

政府政府責任責任與與天職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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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庫疏濬與公路建設河川水庫疏濬與公路建設


 

過去平均每年河川疏濬執行量為過去平均每年河川疏濬執行量為2,0002,000萬萬mm33，，
 今累計執行量雖已達今累計執行量雖已達8,7208,720萬萬mm33，但是別忘，但是別忘

 了，了，留在上中下游河道中還有留在上中下游河道中還有33億億mm33，留在山，留在山
 上坡面還有上坡面還有88億億mm33


 

台台2020、、2121、、2424線，原線公路因坡面滑動及路線，原線公路因坡面滑動及路
 基嚴重流失，現況地質無法重建，須再重新基嚴重流失，現況地質無法重建，須再重新
 審視地質環境條件，重新選線或改變交通方審視地質環境條件，重新選線或改變交通方
 式，每條路線都是數十億元的大工程式，每條路線都是數十億元的大工程


 

原鄉部落居地環境安全之保固加強原鄉部落居地環境安全之保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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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配合產業生活重建永久屋配合產業生活重建


 

第一階段永久屋興建，原預計第一階段永久屋興建，原預計08.0808.08前完成前完成
 1515處基地、處基地、16481648間永久屋，因間永久屋，因55月梅雨及山月梅雨及山
 區午後雷雨影響工進，將陸續於區午後雷雨影響工進，將陸續於99月底至月底至1010
 月中旬期間完工月中旬期間完工


 

產業及文化將隨著災民入住安居，展開各產業及文化將隨著災民入住安居，展開各
 項技藝培訓、生活就業輔導、特色產業計項技藝培訓、生活就業輔導、特色產業計
 畫畫、、微型創業支持，早日就地生根，重新微型創業支持，早日就地生根，重新
 進入生活常軌進入生活常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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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遷村議題部落遷村議題


 
重建條例第重建條例第2020條：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條：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

 社區社區 ((部落部落) ) 組織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文化及生活方式


 

以以「部落「部落 ((聚落聚落) ) 遷村」遷村」角度，以維持部落完整性及長期角度，以維持部落完整性及長期
 發展的有機發展的有機 (organic) (organic) 觀點，看待部落遷村事宜，避免部觀點，看待部落遷村事宜，避免部
 落切割或撕裂落切割或撕裂


 

內政部已研擬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方案草案內政部已研擬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方案草案

－－
 

申請永久屋戶數占全部落總設籍戶數申請永久屋戶數占全部落總設籍戶數80%80%以上，並報以上，並報
 經核定後為集體遷村之部落經核定後為集體遷村之部落 ((或聚落、村或聚落、村))

－－
 

集體遷村之部落集體遷村之部落 ((或聚落、村或聚落、村) ) 居民，不符合永久屋資居民，不符合永久屋資
 格分配原則者，得以「戶」為單位受理申請，經部落格分配原則者，得以「戶」為單位受理申請，經部落
 會議核配會議核配

－－
 

其安置方式由縣其安置方式由縣 ((市市) ) 政府視個案情況採借用、租用、政府視個案情況採借用、租用、
 先租後售或訂價出售等方式辦理先租後售或訂價出售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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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是台灣的世紀災難莫拉克是台灣的世紀災難

面對前所未有的災難衝擊面對前所未有的災難衝擊

雖有驚恐、害怕、衝突、懷疑雖有驚恐、害怕、衝突、懷疑

但看到更多的是但看到更多的是

人們不吝伸出援手，互相幫忙扶持人們不吝伸出援手，互相幫忙扶持

不分國內外、中央與地方不分國內外、中央與地方、、宗教、黨派宗教、黨派、族群、族群

捲袖子，揮汗水捲袖子，揮汗水
 

擦淚水，再抬頭擦淚水，再抬頭

堅毅的靭性堅毅的靭性
 

溫暖的包容心溫暖的包容心

是重建的基石是重建的基石

盼成為「世界災後重建之典範」盼成為「世界災後重建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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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盡的感謝道不盡的感謝


 

援建永久屋的援建永久屋的NGONGO


 

出錢出力協助產業重建與援建學校的企業出錢出力協助產業重建與援建學校的企業
 團體團體


 

隨時待命站在第一線的國軍弟兄隨時待命站在第一線的國軍弟兄


 

樂觀知命、勇敢站起來再出發的災民樂觀知命、勇敢站起來再出發的災民


 

一杯水、一句話，一個一杯水、一句話，一個
關懷的眼神關懷的眼神……所有在這所有在這
場災難背後默默付出場災難背後默默付出
的善良人們的善良人們……感謝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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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建建仍仍未未完完成成

大大家家仍仍需需努努力力

周周年年是是檢檢視視點點

不不是是終終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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