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計畫草案 

 

 

 

 

 

 

 

 

 

 

南投縣政府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1 

 

目  錄 

 
壹、計畫緣由                                                     2 

貳、計畫依據及架構與上位指導計畫                         2 

叁、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受災情形                                    3 

肆、南投縣因應莫拉克颱風災採行措施                       5   

伍、家園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17 

陸、結論                                                        21 

 



 2 

壹、計畫緣由 

        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是我國近 50年來最嚴重的風災，造成本縣水

里鄉新山村及信義鄉神木村、同富村、望美村等居民的家園遭到侵襲與

破壞，導致許多民眾流離失所，家園重建工作刻不容緩，因而擬定家園

重建計畫，作為執行家園重建之依據以確保家園生活重新恢復。 

 

 

貳、計畫依據及架構與上位指導計畫 
一、計畫依據及架構 

（一）計畫依據 

依 98年 8月 28日公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5條：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出災後重建計畫。重建計畫內容應包

含家園重建、設施重建、產業重建、生活重建、文化重建，並應遵循國

土保育與復育原則辦理。…」規定辦理，故本府依據上開家園重建部分，

擬定南投縣莫拉克災後家園重建計畫。 

復依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31日召開「研

商災後重建四大計畫」會議決議，後續推動家園重建計畫時，應將相關

文化、生活、社會等重建概念納入，故有關生活重建、文化重建皆納入

本計畫中。 

 

（二）計畫架構 

災後重建四大計畫包括區域重建綱要計畫、設施重建計畫、產業重建

計畫、家園重建計畫，本計畫係災後重建四大計畫中之家園重建計畫。 

本府依循中央重建四大計畫之家園重建計畫，本計畫並依循中央重

建四大計畫之政策指導，研擬、執行並推動之。重建計畫體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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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重建計畫體系 

 

 

二、上位指導計畫 

重建四大計畫係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作為設施重建

計畫、產業重建計畫、家園重建計畫之上位指導計畫，並由行政院重建會

督導、整合重建四大計畫；本計畫係災後重建四大計畫中之家園重建計

畫，係依據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及中央擬定之莫拉克颱風災

後家園重建計畫為上位指導計畫。 

 

 

叁、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受災情形 

（一）、人員傷亡及房屋毀損情形 

(1)、人員傷亡：莫拉克颱風侵襲帶來驚人雨量，其中台 16 線 11K 處集

集往水里路段路基掏空塌陷，造成 7車 15人墜落濁水溪意外，另義

消張瑞賢為執行搜救任務不幸殉職，合計死亡 9人、失蹤 7人。 

(2)、房屋毀損：台 21 線水里壽山橋因被大水沖斷，溪邊二十多戶民宅

地基被淘空及信義鄉神木村、同富村等數十戶民宅遭到土石掩埋和

沖走等，經統計全縣房屋災損部分初估淹水 53 戶、毀損不堪居住

設施重建計畫 產業重建計畫 家園重建計畫 

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 

南投縣政府/重建會 

南投縣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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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戶。 

 

（二）、公共設施及農林漁牧災損情形 

全縣災害損失計 59 億 163 萬元，其中公共建設災損部份計 54 億 1,125

萬元，農、林漁、牧業災損計 4億 9,038萬元。 

(1)、公共設施災損部份初估金額計約 54 億 1,125 萬元（未含中央施作

部分如台 16線、台 21線、壽山橋…等），包括： 

1.縣道、鄉道部分：投 60 線哈比蘭明隧道坍塌、竹山鎮投 49 線、

仁愛鄉投 89線等多處坍方，損失初估約 18億 5,500萬元。 

2.巷道、產業道路部分：信義鄉神木村聯外道路、竹山鎮及仁愛鄉

多處道路坍方損失初估約 22億 6,100萬元 

3.水土保持設施部分：損失金額估計約 5億元。 

4.學校設施部分：受損 41校，其中信義鄉隆華國小因土石流影響致

河川改道沖刷學校，造成學校地基掏空嚴重傾斜，損失金額估約 1

億 2,625萬元。 

5.原住民部落設施部分：損失估約 5億 5,000萬元。 

6.其餘簡易自來水、觀光設施、環保設施部分：損失估約 1億 1,900

萬元。 

(2)、農、林、漁、牧業災損： 

全縣農田、農林漁牧產及生產環境損失初估約 4億 9,038萬元，包

括： 

1.農田流失、埋沒：農田流失埋沒合計 146.95公頃，損失金額總計

1 億 3,311 萬元，其中流失 77.75 公頃，損失金額 7,775 萬元；

埋沒 69.2公頃，損失金額 5,536萬元。 

2.農林漁牧產類：農林漁牧產類損失總計 3億 2,072萬元。 

(1) 農作物損失：總計 2 億 6,995 萬元。其中以香蕉葉面破損、倒

伏情形較為嚴重，被害面積 1,011公頃、巨峰葡萄被害面積 230

公頃、食用番茄被害面積 102公頃、木瓜被害面積 61公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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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被害面積 265 公頃，其他作物如、薑、番石榴、柳橙、茭白

筍、二期水稻（初期）、茄子、甜椒、其他蔬菜、玫瑰等亦有部

份受損。 

(2) 畜禽損失：總計 1,032萬元，其中以鴨隻受損較為嚴重，損失 4

萬 2,250隻，其次為雞隻 2萬 7,700隻。 

(3) 漁產損失：總計 3,540萬元。 

(4) 林產損失：總計 505萬元。 

3.農業設施損失：總計 815萬元。 

4.漁業設施損失：總計 2,840萬元。 

 

（三）學校毀損情形 

      1.計 41校受損，損失金額粗估約 1億 2,625萬元。除隆華國小遭受洪

水侵襲倒塌受損嚴重，暫需借用活動中心上課外，餘 40所學校均能

於 8月 31日於原校上課。  

      2.信義鄉隆華國小，擬擇專家學者評估之安全基地座落於台大實驗林

第 30林班地子林段 106號地，由法鼓山、紅十字會、中油等單位認

養，興建教室及辦公室計 18間  

 
 

肆、南投縣因應莫拉克颱風災採行措施 

  一、成立「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推動重建事

宜： 

      為能協助受災民眾早日展開重建生活，啟動災後重建機

制，凝聚縣府各單位及受災鄉鎮力量，即依災害防救法第 37

條規定籌組本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執行長分別由縣長、副縣長、秘書長兼

任，本府各相關局處分為濟助、安置、營建、教育、環衛、

產業、原民、財稅及企劃行政等 9 大業務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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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道路搶通、搶險、搶修情形：     

        莫拉克颱風挾帶超級雨量，造成本縣各主要道路多處坍塌

中斷，除投 54線部份路段崩塌、路基流失尚在復建中無法通行

外，其餘台 16線、台 21線、49線、投 60線均已搶通，辦理情

形如下： 

       1.台 16 線 11K 處路基淘空，由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搶

修，於 8月 26日恢復雙向通車。 

       2.投 60 線往東埔 2.5K、哈比蘭明隧道坍塌及 5K 等 3 處坍方，

已由本府進行搶通便道。 

       3.信義鄉神木村聯外道路多處坍方，由信義鄉公所進行搶修，

已搶通連接台 21線。 

       4.台 21線 79至 116.5K（水里－神木村－望高）路段聯外道路，

由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進行搶通便道，於 9月 10 日開

放 26噸以下一般車輛雙向通行。 

       5.仁愛鄉廬山溫泉便橋橋面部分受損，維持單線通行，由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進行疏濬中。 

 

三、災民救助情形： 

(一)死亡失蹤救助：已發放每位死亡或失蹤者 100 萬元法定

救助金及縣府民間捐款 50萬元慰問金及其他民間捐款 4

萬元。 

(二)受災戶住屋毀損安遷及淹水救助金：已發放淹水救(賑)

助金每戶 4 萬 5 仟元（縣府 2 萬元、賑災基金會 2 萬元

及中興廣播電台5千元）、安遷救(賑)助金每人3萬元（縣

府 2 萬元、賑災基金會 1 萬元）及民間捐款緊急生活慰

助金每戶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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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期災民安置： 

(一)受災地區分別於信義鄉神木村、水里鄉新山村、鹿谷鄉

竹豐、和雅村及仁愛鄉警光山莊等 5 處收容中心安置危

險疏散避難 209 人，水里鄉義民廟收容中心暫時安置

37 人外，餘均於 8 月 12 日撤離。 

(二)為協助水里鄉新山村受災民眾家園重建工作，經縣政

府、營建署、災民自救會及地方民代通力合作下，已覓

得興建組合屋土地並由中悅建設協助捐贈興建 22戶，

於 8 月 26日動工，98年 9月 18日上午 10時點交，98年 09

月 21日上午 9時捐贈典禮由縣長代表接受，由義民廟收容中

心災民進住。 

五、中長期災民安置： 

為安置本次風災造成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之受災民眾，

由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並由慈善團體規劃興建永久屋。並

會同內政部營建署、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現場勘查永久屋

建築用地，確定安全無慮後辦理後續規劃興建事宜。 

短中長期安置計畫包括多元優惠安家方案、興建臨時住宅（組

合屋）安置災民、以及興建長期安置住宅等。 

 

（一）多元優惠安家方案 

1.因受莫拉克風災致房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或住屋經政

府勘定座落於危險特定地區不宜居住者，可就下列多元優惠安

家方案三選一： 

（1）自行租屋者 

A、租金賑助：每戶每月 6,000 元至 1 萬元（3 口以下 6,000

元、4 口 8,000 元、5 口以上 1 萬元），最長 2 年。 

B、生活賑助金：每戶每月 3,000 元至 1 萬 5,000 元（戶內人

口以 5 人為限），為期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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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購屋者 

A、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為 350 萬元，償還

年限 20 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 5 年，利率按中華郵

政儲金二年期定儲機動利率減 0.533%計息（現為 0.502%）。 

B、生活賑助金：每戶每月 3,000 元至 1 萬 5,000 元（戶內人

口以 5 人為限），為期半年。 

（3）由政府（短中期）安置：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安置，

或運用現有國防部營舍（區）、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

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 

 2.房屋未毀損者租金及生活賑助金發放： 

（1）因交通中斷無法返回居所，如暫住親友家者，生活賑助金

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如自行租屋者，租金及生活賑

助金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 

（2）因災害尚未排除，無法返回居所，經內政部認定有發放租

金或賑助金必要者。 

3.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區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尚

有下列補助： 

（1）購屋自備款：購屋貸款金額百分之二十，最高不超過 50

萬元。 

（2）搬遷費：戶內實際居住人口每人發給 3 萬元，最多 5 人為

限。 

（3）其他安置之必要費用：生活輔導金，每人每月 3,000 元，

最多 5 人為限，為期半年。 

 

 

 

（二）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安置災民 

1.行政院重建會第 3 次及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相繼決議：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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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中長期安置以永久屋為優先，組合屋為輔，「…除非情

況特殊，才以組合屋安置。另外，每個區域組合屋的搭建

要有規劃，可以採取分區分段的方式分批動工，以確保蓋

好的房子一定有人住，避免資源浪費...。」已動工之組合

屋可依計畫完成，並請確實掌握需求數機動調整；如有新

增組合屋規劃，應由地方政府提報各該重建會審核通過，

並報行政院重建會備查後據以興建。將遵照上述原則協同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後續將視個案之情況不同分

別完成。 

2.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安置(借住臨時住宅者，不得再領取

生活補助金及租屋補助金)，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

退輔會榮家、國中小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如

經濟部台電宿舍）資源進行中期安置。 

3.由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統籌協調及規劃國公有土地

作為災民臨時安置住所，國防部（退輔會）、教育部及地方

政府提供轄管土地及地上建築物作為臨時安置住所。 

4.有關前述安置災民於國公有土地、國軍閒置或備用營區等

地點，等待永久屋之興建，應為過渡期間之措施，與興建

臨時組合屋之政策性質相符，但利用既有設施與設備加以

室內及設備裝修，可以避免臨時安置土地及建設的過度使

用，以及後續安全及管理維護拆遷之問題。至於部分受災

縣政府提議興建「中繼避難屋」者，建議中繼避難屋可朝

中期安置、平時防災演訓、或臨時防災避難方向規劃。 

 

（三）優惠承購國宅 
因受莫拉克風災致自有合法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之受災戶購（

租）待售國宅措施如次： 

1.符合國宅承購資格、持有地方主管機關核發自有合法住屋

毀損不堪居住受災證明書之受災戶，得按待售國宅一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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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售價之八折承購國宅。 

2.至受災戶承租待售國宅者，以市場租金之七折出租。 

 

六、校園重建： 

信義鄉隆華國小因土石流影響致河川改道沖刷學校，造成

學校地基掏空嚴重傾斜，需要做三階段安置就學，第一階

段在各界協助下已於神木社區活動中心如期開學上課，第

二階段將於在神木社區興建組合屋教室，已於 98年 10 月

19 日遷入上課，第三階段另尋安全適合學校用地進行重

建評估，約需經費 1 億 2,625萬元，未來將由紅十字會協

助辦理異地重建工作。 

 

七、公共設施復建經費提報及核定情形： 

         全縣公共設施工程災損計 1,276件，損失金額 58億 674

萬 4 千元，截至 99 年 3 月 31 日止，全縣公共設施工程核定

887件，核定金額 38 億 5666萬 9千元，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作業要點」辦理。各類工程

分述如下：  

        （1）水利工程： 

             災損 51件，損失金額 1億 2,064萬 3 千元，核列 36 件， 

核定金額 97043千元。 

        （2）觀光工程： 

             災損 4 件，損失金額 531 萬 4 千元，核列 4 件，核定金

額 5108千元。 

。 

        （3）公路系統工程： 

             災損 220 件，損失金額 22 億 9,249 萬 3 千元，核列 218

件，核定金額 1,177,606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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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市區村里聯絡道路工程： 

             災損 353 件，損失金額 20 億 1,747 萬 9 千元，核列 324

件，核定金額 1,859,174千元。 

。 

        （5）水土保持工程： 

             核列 106件，核定金額 1,961,084千元。 

 

。 

        （6）農水路工程： 

             災損 220 件，損失金額 5 億 1,684 萬 3 千元，核列 101

件，核定金額 221,659千元。 

。 

        （7）學校工程： 

             核列 62 件（未含隆華國小部分），核定金額 32,967千元。 

        （8）原住民部落工程： 

             災損 115件，損失金額 3億 2,562萬 6千元，核列 27件，

核定金額 267,004千元。 

 

 

八、農、林、漁、牧業災損救助： 

         1.辦理農、林、漁、牧業損害現金救助： 

               本縣共辦理農產業現金救助戶數 4539戶救助金額 1億

4 仟 435 萬 2153元。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莫拉克風災產業輔導專案措施」： 

               符合「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規定之農田災害，核發災害救濟金（流失

每公頃救助新臺幣 10 萬元，埋沒每公頃救助新臺幣 5

萬元）與農田流失埋沒災害救濟金共計 782萬 4500 元。 

    3.農田災害(流失、埋沒)救助： 

          另擬訂「莫拉克颱風農田流失埋沒未獲補助經濟陷困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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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畫」，針對轄內部分農民承租台大實驗林、地河川地種

植農作物，依規無法獲得救濟者，其因農田災害經濟陷困，

運用民間捐助款，減半發給補助金，以協助受災農民早日復

耕（流失每公頃 5萬埋沒每公頃 2.5萬元）。 

 

九、原居地安全評估 

（一）辦理基地安全評估：非原民區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

專家學者現場勘查辦理基地安全評估，使永久屋基地確保安

全無慮後，由民間慈善機構認養興建，使災民免於生命財產

安全之憂慮。 

 

（二）辦理劃設特定區域 

包括災害範圍確認、原有聚落社區之評估，將安全堪虞或違

法濫建之土地劃設「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遷村等。 

1.原居地安全評估 

（1）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就莫拉克颱風災害非原住民

之原居地安全性辦理評估，以確認基地是否安全無

虞，針對危險堪虞聚落指定特定區域之劃設機關。 

（2）另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原居地安全評估，則由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辦理。原民會並自 98年 9

月 28日起以部落為單位辦理說明會，俾利後續意見

溝通。 

2.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劃設「特

定區域」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條第 2項規定：「中央

政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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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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各級政府得就災區土地評估是否屬下列地區且經勘查認有安全堪

虞或違法濫建情形者，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

區域」。 

 

（1）劃設「特定區域」之劃定機關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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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進一步界定「特定區域」係指災區土

地有下列各款情形者： 

 

 特定區域之項目 中央劃定機關 地方劃定機關 

1 依法應予禁止開發或建

築之地區 
中央各目的事業法

規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

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3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

化地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4 超限利用土地集中地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5 嚴重崩塌地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6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經濟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7 河川有生態環境退化、

危害河防安全或溢淹災

害之虞地區 

經濟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8 其他經評估應予劃定特

定區域之地區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同條第 3 項規定中央與地方劃定機關之權責分工，依其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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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域」劃設之流程圖如下： 

 

 

 

 

 

 

 

 

 

 

 

 

 

 

 

 
 
 

 

 

 

（2）籌組成立「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作業要點如附件），

包括： 

A.專案小組委員除中央部會由相關部會副首長兼任外，地方政府亦

請災區縣市副縣長兼任，工作小組請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指派

1-2位主管、司、處(局)長兼任；另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委員增

加環保署及台南縣政府代表。 

學者專家初步會勘或 
由縣市政府提報 

有安全堪虞或 
違法濫建者 

成立審議小組審查 

重建會或經建會 
協調彙整（跨部會） 

經建會彙整 
各部會建議劃設特定區域範圍 

提供予災害類型相關權責單位 
辦理特定區域之劃定 

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 
1.接受政府安置 
2.留在原居住地 

1.依法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地區。 
2.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3.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4.超限利用土地集中地區。 
5.嚴重崩塌地區。 
6.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7.河川有生態環境退化、危害河防
安全或溢淹災害之虞地區。 

8.其他經評估應予劃定特定區域
之地區。 

應評估劃定特定區域之8種情形 

報行政院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核定 

公告 

中央政府、縣市政府 
(分工方式依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

定或重建會指定辦理) 

劃定機關進行會勘或以相關
機關現勘評估之結果為依據 

行政院公告莫拉克颱風災區範圍 

98 年 8 月 28 日「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98 年 9 月 7 日、98 年 12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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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劃定特定區域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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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關「劃設機關成立勘查小組及審議小組」乙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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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劃定辦法），為加速辦理災區劃定特定區域作業，

審議小組由工作小組併兼，依照劃定辦法，請農委會、經濟部指

派共同召集人，以符法定程序。 

 

     十、永久屋重建住宅地點勘選及辦理情形： 

        （一）基地安全評估： 

          1.本案莫拉克風災民永久屋安置用地，經會同營建署城鄉分署、

學者專家、台大實驗林管處、林務局及災區村里長等相關單位，

於 98年 9月 03日現場勘查水里鄉 3處及信義鄉 6處（原 5處

神木村長建議 1處計 6處）永久屋建築用地，由營建署參酌專

家學者各地點評估意見後，建議可作為永久性安置地點包含信

義鄉台大和社 30林班地 98-12造林地、台大和社 30林班地 67-3

造林地 、桐子林林班地；水里鄉林務局閒置宿舍、水里鄉都市

計劃公二預定地及南光地號 1008等土地。 

 

          2.惟經查信義鄉台大和社 30林班地 98-12造林地、台大和社 30

林班地 67-3造林地 、桐子林林班地等用地為位於「HOSA遺址」

「頂坪遺址」集集攔河堰水庫集水區與土石流特定水土保持區

範圍內，依內政部營建署 98年 11月 17日營署綜字第

0980075844號函請本俯「審慎評估並納入永久住宅安置地點之

作業時程考量」。 

 

          3.本案為盡速安置災民，且開發作業時程緊湊，前揭用地似不宜

使用，並請本府地政處另尋找名間鄉台糖用地並經安全評估後

辦理興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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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永久屋興建辦理情形 

 

名稱 興建地點 興建戶數 認養興建單

位 

安置鄉鎮災

民 

備註 

水里鄉新山

村房屋毀損

戶 

水里鄉林務局

閒置宿舍（水

里鄉鉅工段

88地號等 5筆

土地） 

A型 8戶 B型

5戶 C型 5戶

共 18戶 

財團法人張

榮發慈善基

金會 

水里鄉新山

村房屋毀損

災民。 

 

信義鄉同

富、神木、望

美村等房屋

毀損戶 

名間鄉台糖土

地新南段 187

地號計地面積

為 1996.05平

方公尺及田寮

段 1410地號

土地面積為

2254平方公

尺合計 0.425

公頃」 

合配有 A型

14坪 13戶、B

型 28坪 12

戶、C型 34

坪 3戶，共 28

戶。 

業於 99年 4

月 13日與紅

十字會接洽

商議該會原

則同意協助

興建。 

信義鄉同

富、神木、望

美村等房屋

毀損戶。 

 

水里鄉新山

村劃定特定

區遷村遷居

戶 

水里鄉永豐段

0007地號（公

二預定地）土

地為遷村遷居

戶永久屋用

地，基地面積

為 1979平方

公尺 

水里鄉第 2階

段遷村遷居戶

共 15戶（含 A

型 3戶、B 型 6

戶、C型 6

戶）。 

業於 99年 5月

4日以府建城

字第

09900627540

號函請「財團

法人張榮發慈

善基金會」協

助興建 

水里鄉新山

村劃定特定

區遷村遷居

戶 

 

信義鄉神

木、望美、同

富村等劃定

特定區遷村

遷居戶 

擇訂於台糖公

司所有坐落於

南投市茄苳腳

段 464地號需

地面積約 5.5

公頃。 

信義鄉第 2階

段遷村遷居

戶（137戶） 

業於 99年 4

月 13日與紅

十字會接洽

商議該會原

則同意協助

興建。 

信義鄉神

木、望美、同

富村等劃定

特定區遷村

遷居戶 

 

仁愛鄉精英

村廬山溫泉

區劃定特定

區遷村遷居

戶 

春陽地區    1.業於 99年

04月 22日

辦理廬山

溫泉區特

定區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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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會，

出席人數

達半數以

上，同意

劃定特定

區。 

2.俟劃定特

定區核定

後，辦理

公告及後

續興建事

宜。 

 

 

 

伍、家園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一、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一）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規劃原則 

南投縣永久住宅重建規劃原則，除提供必要公共設施，建構基礎生

活機能，創造新集體重建社區防災生活概念，並本著生態、生活及生產

概念，進行永久住宅社區重建，其規劃原則如下： 

1.尊重環境生態，勘選安全無虞之安置地點及環境，重建規劃應考量

防災、救災與避難規劃原則。 

2.重建計畫之規劃配置、設計皆應以建設生態社區及符合當地建築特

色為原則，基地如屬山坡地應考量山坡穩定、基地保水等原則，力

求挖填平衡。 

3.除硬體建設外，應加強推動生活重建，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4.配合基地社區開發，配合基地所需，配置必要之備災中心。 

5.除社區住宅外，應配合需求，將必要之教育設施、公共衛生、社區

中心等內容納入規劃考量。 

（二）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計畫理念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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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計畫理念： 

南投縣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計畫理念，配合中央為確保國土保

安、保障社區參與、強化環境資源保育之重建理念，對於，永久住

宅社區應確實考量基地條件、資源保育及社區參等因素為基礎，在

重建遷居遷村過程中涉及諸多事務，包括社區配置型態、社區或文

化設施之內容，或者住宅分配地點、遷居（村）之方式及時間點等

等，由慈善團體－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張榮發慈善基金會、政府機

關、當地鄉公所、村里居民、規劃團隊共同參與永久住宅社區重建

計畫，以落實中央與本縣永久住宅社區重建計畫理念。 

透過這次颱風災害中，檢討過去環境資源利用模式過於傾向開

發少有保育觀念做為借鑑。故規劃理念亦應以加強保育為原則，以

落實國土保育與防災之理念。 

2.永久住宅社區重建目標： 

（1）積極整合中央政府、民間企業及慈善團體資源，配合中央協助共

同辦理重建工作。 

（2）勘選安全無虞之安置地點興建長期安置房屋，提供有意願遷村居

民安全的住居及社區。 

（3）住宅社區重建應整合受災戶所需生活機能及公共設完整性，強化

防災計畫，配合遷居遷村，落實重建社區新生活。 

 

二、組合屋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行政院 98年 10月 9日以院臺經字第 0980060508號函核定行政院經

建會擬訂「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該計畫揭櫫災後重建

總目標與基本理念，並因應目前國土脆弱、極端氣候致災之議題，提出國

土保安及復育之推動策略及措施，以及從生態資源保育、景觀資源保育、

水土資源保育及災害潛勢四大面向，提出環境敏感適宜性分析架構及 3 類

型策略分區之重建原則與策略，以期在災後重建工作進行同時，達到有效

預防災害再次發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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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98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陸委會召開「莫拉克水災大陸救援物資來台

相關作業及分工事宜會議」，大陸捐贈 1000 戶組合屋交由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承辦組之內政部營建署承接。98 年 8 月 18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分四批

抵台，由內政部營建署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配合地方安置災民需求興

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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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合屋地點選訂原則： 

1.以「安全」為第一考量原則。 

2.優先順序：以「生計延續」為原則，首先為「離災不離村」；次為

「離村不離鄉」；最後為「集體遷村至離鄉最近之適當地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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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完成臨時組合屋興建工作，並以社區總體營造建立、生態、

生活、生產一體之示範社區，滿足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

及文化傳承等需求。 

1.公共建設及居住環境設施導入綠能環保概念，營造符合生態理念的

環境。 

2.建置無線寬頻（WIMAX）、資通訊應用系統及相關後勤服務，建構公

共安全、醫療照護、環境監測、遠距教學及安全通報的智慧生活家

園。 

3.充分運用當地人力，提供就業機會。 

4.新建環境融合當地學校，並由企業認養臨時組合社區設施維護、居

民就業及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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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一）規劃原則： 

1.接續災民安置、清理家園及設施復建等階段性硬體重建工作後，針

對文化精神層面之軟體重建工作，提供專業化輔導與協助。 

2.以本縣社區總體營造模式為基礎，透過縣府、專業團隊、社區及相

關非營利組織(NPO)等多方協力方式，整合重建資源，凝聚社區意

識，轉化文化危機為重建轉機，重塑社區生命力與新面貌。 

（二）計畫理念： 

1.理念構想：「重建」不單單僅是道路橋樑、臨時或永久家屋、堤防

水利設施等有形實質環境重建而已，更是無形人文價值、族群文化

與知識重整的關鍵時刻，本計畫理念構想將著重於「災後社區組織

運作」與「文化重整」等議題。 

2.思考課題： 

（1）如何嫁接在本縣既有的社造基礎上，因應災後重建的諸多新型

態社區議題？ 

（2）如何融入傳統、現代與未來文化想像，成為永續社區經營的新

模式？ 

（三）計畫目標： 

1.完成本縣受災社區基本環境資料調查。 

2.本縣受災社區重新思考人文與自然平衡及土地倫理相關問題，釐清

災後重建的地方特殊性，描繪適地合宜的重建發展方向。 

 

 

四、學校重建規劃原則、計畫理念與目標 

（一）以建置「安全校園」為重建之優先考量 

安全校園空間是教育復建之重心，要讓校園成為救災的一道堅強防

線，即便家園損毀，學校須成為災民最直接、安全的安置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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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善用政府資源，建立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支援的夥伴關係，俾促進

重建工作的達成。 

（三）重建工作要能參酌社區需求，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重建工作對社區在地文化脈絡、產業發展、部落傳承等是自然不可

輕忽，亦須兼顧地方需求與環境永續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使人口不致因

風災外移，使教育文化得以順利推展。 

（四）爭取民間企業參與學校重建，建立優質的就學環境 

鑑於政府資源有限及財政問題，爭取民間企業投入學校重建，以加速

完成重建目標，並使企業有機會善盡社會責任是學校重建的重要方

向。 

 

 

 

陸、結論 

本次莫拉克颱風帶來近 2 千公釐雨量，造成台灣中南部重創，損失

更甚 50 年前「八七水災」，雖然我們記取先前 921 地震、桃芝、納莉等

災害教訓，各項防災應變得宜，第一時間落實勸導民眾撤離疏散，在眾

人努力下，讓本縣災害損失降到最低，但水患仍造成水里、竹山、信義、

仁愛等鄉鎮受創，多條主要道路塌陷毀損及數十戶民宅沖毀等災情，縣

府災後立即運用各界的愛心捐助發放慰助金，協助受災民眾進行各項重

建工作，並積極爭取上級單位補助，惟災後重建經費有限、工作繁多，

除政府單位努力外，更需要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協助受創的南投人克服

困境邁向重建之路。 

本府莫拉克風災之家園重建，將依循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尊

重多元文化特色，保障社區參與，兼顧國土保安與環境資源保育為最高

指導原則。並以安全為家園重建工作的優先考量，其範圍將涵蓋社區之

需求，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並將生態、生活與生產均能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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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家園重建不僅是在硬體方面的重建，更重要的是在心靈方面

的重建，兩者亦相互影響，本次的災害讓人怵目驚心的不單單是環境、

空間與家園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情感也是產生微妙的變化，面

對災害的危難也激發了國人的同胞愛，包括個人、非營利組織、企業等

紛紛捐輸，不論是在人力與物力、資源的協助，皆讓人敬佩與感動。 

因此不論是受創鄉鎮的道路、公有設施、水電的恢復、國中小學的

返鄉規劃等，本府一一突破困難逐一持續的完成重建工作，為使因風災

受創的鄉民傷害與影響降到最低，不僅期待能平撫鄉民受創的心靈，更

努力在重建工作中讓鄉民看到未來的希望，讓危機成為轉機，透過各項

方案與計畫培力在地的民間組織，並與非營利組織攜手合作，與鄉民共

同打造心目中的理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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