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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0 年 6月底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績效評估報告 

 
日期：100年 8月 10日 

壹、前言 

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推動主軸由「推動災區基礎設

施重建恢復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災能力」、「推動

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復安定生活」及「推動產

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復甦」三項策略績效目標組成，

在前述施政主軸下，由重建會專責協調、審核、決策、

推動及監督重建工作，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實際執

行，重建 2年以來成效顯著。 

二、為辦理災後重建績效評估作業，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特參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及

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作業手冊，訂定「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績效評估作業注意事項」（草案），並邀集相關單位

會商前述草案及各項關鍵績效指標與目標值，提經 100

年 4 月 27日本會第 35 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後函頒。 

三、本（100）年度截至 100 年度 6 月份重建績效，各相關

機關(單位)之自評作業於 100 年 7 月 15 日完成，評估作

業由本會相關業務單位辦理，茲就各相關績效達成情形

及評估意見要點分述如次。 

 

貳、 總體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情形摘要 

立法院通過重建特別預算總計 1,165.08 億元(含 30 億

元預備金)，截至 100 年 6月底止，累計分配 829.5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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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683.59億元，執行率 82.41%，其中交通部及原民

會執行率偏低(如附表 1及表 2)。 

 

參、 100 年上半年度施政績效摘要 

各項關鍵策略目標項下總計 22項關鍵績效指標，計 17

項已達成或超越原訂目標值，佔總數之 77.27％；計 5項未

達成原訂目標值，佔總數之 22.73％，各項目標值達成情形

如下(如附件)： 

一、 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復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

減災能力 

（一） 省道、縣鄉道及市區村里聯絡道道路橋梁復建工程：

原訂目標值分別為 96 件、580 件及 695件，實際達

成為 101 件、578件、710件，達成率分別為 105.21%、

99.66%、102%。 

（二） 原民地區復建工程(聯絡道路、簡易自來水、基礎復

建工程)：原訂目標值 75件，實際達成 75件，達成

率 100%。 

（三） 18 處重大土石災區復建工程：原訂目標值 12 件，實

際達成 18件，達成率 150%。 

（四） 阿里山森林鐵路復建情形：原訂目標值 7 件，實際達

成 7 件，達成率 100%。 

（五） 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原訂目標值 3,600萬立方公

尺，實際達成 5,594.3萬立方公尺，達成率 155.4%。 

（六） 「中央管河川、區排及海堤」、「縣（市）管河川及排

水」復建工程：原訂目標值分別為 254件、685件，

實際達成 254件、684件，達成率分別為 100%、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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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莫拉克災區高山聚落安全評估：原訂目標值 100 處，

實際達成 100處，達成率 100%。 

二、 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復安定生活 

（一） 興建永久屋：原訂目標值 2,585間，實際達成 2,584

間，達成率 99.96%。 

（二） 災區校園重建：原訂目標值 1,087案，實際達成 1,085

案，達成率 99.82%。 

（三） 短期就業：原訂目標值 2,000人次，實際達成 5,816

人次，達成率 290.8%。 

（四） 災區職業訓練：原訂目標值 9班，實際達成 13班，

達成率 144%。 

（五） 災區就業輔導：原訂目標值 25%，實際達成 79.14%，

達成率 316.56%。 

（六） 生活重建服務：原訂目標值 240,000 人次，實際達成

328,365 人次，達成率 136.82%。 

（七） 災區心理重建：原訂目標值 800人次，實際達成 1,319

人次，達成率 164%。 

（八） 災區文化重建：原訂目標值 400場次，實際達成 428

場次，達成率 107%。 

三、 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復甦 

（一）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復甦-嘉義縣阿里

山鄉山美產業示範點：原訂 100年 2 月 26日完成開

園目標，已如期完成，達成率 100%。 

（二）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復甦-高雄縣旗山

商圈產業重建示範點：原定 100年 1 月 15日辦理「蕉

通百年 旗美共榮」-旗山橋竣工典禮暨旗美地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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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活動，已如期完成，達成率 100%。 

（三） 推動產業重建示範點協助災區產業復甦-台東縣知本

溫泉產業重建示範點：原定目標值 10 萬旅遊人次及

旅遊消費，實際達成 10萬人次，達成率 100%。 

（四） 原鄉特色產業 17鄉鎮區產業重建計畫：原訂目標值

30 件，實際達成 40 件，達成率 133%。 

（五） 農田流失回填：原訂目標值 4處，實際達成 4 處，達

成率 100%。 

（六） 重建石斑頄產業，協助養殖漁民復養並拓展外銷市

場：原訂目標值 10 億元，實際達成 18 億元，達成率

180%。 

 

肆、 綜合評估意見 

一、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復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

災能力方面： 

（一）市區村里聯絡道路橋梁復建工程、18處重大土石災區

復建工程、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中央管河川、區

排及海堤復建工程及縣（市）管河川及排水復建工程，

均達成標準且有具體績效，成效良好。仍請主管機關

繼續督導所屬加強辦理儘速完成，確保工程成效並落

實防災減災等防汛整備工作。 

（二）省道道路橋梁復建工程、縣鄉道道路橋梁復建工程、

原民地區復建工程(聯絡道路、簡易自來水、基礎復建

工程)、阿里山森林鐵路復建情形及莫拉克災區高山聚

落安全評估均已有績效，惟部分進度落後，請追蹤檢

討改善並督導所屬加速趕辦，依據目標與期程落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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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二、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復安定生活方面： 

（一）興建永久屋及災區校園重建已有績效，惟礙於天候等

因素致部分延誤，建請持續督導主辦機關以儘速完成

興建工程。 

（二）短期就業、災區職業訓練、災區就業輔導、生活重建

服務、災區心理重建、災區文化重建，均超過原定目

標，工作成果值得肯定，建請繼續輔導辦理關懷訪視、

諮詢服務及優質藝文活動等，鼓勵民眾擴大參與。就

業方面，勞動市場仍存供需落差問題，仍請加強就業

媒合、提高媒合率，並請注意就業市場情勢，隨時調

整因應策略。除瞭解災區失業者訓練後再度就業率及

就業媒合外，宜進一步持續追蹤再就業者從事之行業

別、媒合就業後之在職率及持久度，以提供未來相關

政策之參考，並請持續加強後續就業服務及職業訓

練，輔導進入一般勞動市場。 

三、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復甦方面： 

（一）阿里山鄉山美產業示範點、高雄縣旗山商圈產業重建

示範點及重建石斑頄產業，協助養殖漁民復養並拓展

外銷市場，均超過原訂目標，成效優良，對於災區產

業復甦、市場能見度及產值提升確有幫助，努力值得

肯定。 

（二）台東縣知本溫泉產業重建示範點、原鄉特色產業 17

鄉鎮區產業重建計畫及農田流失回填均已有績效，惟

知本商圈入口意象及環境景觀之改善仍待加強，建議

可進行綠美化工程，增加原住民文化元素及圖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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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升環境品質及促進觀光發展應有助益，仍請繼續

配合重大指標性重建工程完成，規劃辦理災區指標性

產業行銷活動，並加強民間參與產業重建工作之成果

交流及經驗分享；農田流失回填方面，台東縣填復、

農水路復建工程等施工介面整合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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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截至 100年 6 月底止莫拉克災後重建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一覽表 

關鍵策略目標 

一、推動災區基礎設施重建恢復維生系統功能及加強防洪減災能力 

關鍵績效指標 截至
100 年
6 月實
際達成
目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見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 

機關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量 

標準 

累計目標值 

100 年
6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6 月 

1 

省道道
路橋梁
復建工
程 

交通部
(公路
總局)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件) 

96 106 122 101 

原訂 100 年 6 月目標值為 96 件，達成度 101

件，達成率 105.21%。省道復建工程截至 100

年 6 月底以標案計目前完工率 80%，相關重
點橋梁通車日期如下表： 

重點橋梁通車日期表 

台 20 線上智橋 99 年 12 月 31 日 

台 20 線甲仙大橋 99 年 6 月 26 日 

台 21 線第一號橋 99 年 6 月 26 日 

台 27 甲線六龜大橋 99 年 10 月 22 日 

台 27 線大津橋 99 年 6 月 15 日 

台 27 線新發大橋 100 年 5 月 27 日 

台 28 線旗山橋 99 年 12 月 30 日 

台 28 線竹湖陸橋 100 年 2 月 28 日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事項：雖已達成預定
目標，惟經交通部公路總
局檢討，仍有部分省道復
建工程經費不足籌款辦理
中，為滿足整體妥適之交
通需求與復建成效，請交
通部督導所屬加強趕辦。 

2 

縣鄉道

道路橋
梁復建
工程 

交通部

(公路
總局)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件) 

580  609  627 578 

一、地方政府縣鄉道復建工程 100 年 6 月目
標值與達成度如下： 

南投縣目標值 219 件(達成 219)、雲林
縣目標值 16 件(達成 16)、嘉義縣目標值

158 件(達成 156)、臺南市目標值 122 件
(達成 122)、高雄市目標值 21 件(達成
21)、屏東縣目標值 30 件(達成 30)、臺
東縣目標值 14 件(達成 14)，合計目標值
580 件，達成度 578 件，達成率 99.66%。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事項：與原訂目標值
仍有嘉義縣 2 件工程未完
成，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督

促補助機關嘉義縣政府排
除障礙儘速完成，並依據
管控目標與期程，落實控
管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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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未達成之 2 件標案說明如下： 

(一)「嘉 122 線 27.85k、28.2k、28.8k、30.4k、
30.8k 等 5 件道路擋土牆復建工程」：原
訂 100 年 6 月 30 日完工，因當地民眾
陳情增設排水相關設施，故辦理變更設
計，預計 100 年 7 日 30 日完工。 

(二)「嘉 122 線 25.2k(瑞里二號橋)道路擋土
牆復建工程」：原訂 100 年 6 月 30 日完
工，因配合林務局驗收時程，延遲開工、
及開挖 A1 及 A2 橋台基礎時發現與舊有

護岸衝突，故辦理變更設計，預計 100

年 10 月 30 日完工。 

3 

市區村
里聯絡
道路橋
梁復建
工程 

內政部
(營建
署)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件) 

695  711  719 710 

一、100 年 6 月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305 件(達成 318)、彰化縣目
標值 1件(達成 1)、雲林縣目標值 8件(達
成 8)、嘉義縣目標值 190 件(達成 192)、
臺南市目標值 36 件(達成 36)、高雄市目
標值 101 件(達成 101)、屏東縣目標值

52 件(達成 52)、臺東縣目標值 2 件(達
成 2)，合計目標值 695 件，達成度 710

件，達成率 102%。 

二、為因應 98 年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建需要，
自 98 年度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市區村
里聯絡道路橋梁復建工程，為有效推動
重建工作，特組成專案審議小組，歷經
76 次現勘、19 次審議會議，核定南投縣
等 8 縣市計 727 件工程，原訂 100 年 6

月完成 695 件，實際已完成 710 件工
程，達成率 102%，執行績效良好。本部
將持續督促地方政府加速趕辦，期以早
日完成重建工作。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已達成預定目標。
惟整體市區村里聯絡道路
橋梁復建工程 727 件，僅
餘 17 件工程，請內政部檢
討提升本項績效指標目標

值。 

4 原民地 原民會 1 進度 標案 75 100 113 75 一、100 年 6 月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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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復建

工 程
( 聯 絡
道路、
簡易自
來水、
基礎復
建 工
程) 

控管 完成

數量 

(件) 

縣目標值 27 件(達成 27)、嘉義縣目標值

17 件(達成 18)、高雄市目標值 18 件(達
成 17)、屏東縣目標值 8 件(達成 8)、臺
東縣目標值 5 件(達成 5)，合計目標值
75 件，達成度 75 件，達成率 100%。 

二、嘉義縣已超額完工一件。 

三、高雄市原預定「達卡努瓦村聚落基礎復
建工程」於本年 6 月底完工，惟因遭遇
電信管線待遷移因素停工並於 6 月 23

日復工，本會將督促高雄市政府加速趕

工。 

加強事項：原民地區復建

工程至 100 年 6 月已完成
75 件工程達成累計目標
值，其中簡易自來水工程
已全部完工，惟高雄市那
瑪夏區部分居民反應仍無
法供給用水，突顯工程未
全部發揮預期效果，請追
蹤檢討改善，另尚未完工
42 件復建工程中，部落聯

絡道路即佔 33 件且有 8 件
尚未發包（部落聯絡道路
復建工程總件數 47 件），
此部分進度落後嚴重，請
原民會加速趕辦，儘速完
成全部修復，避免居民聯
絡交通之不便。 

5 

18 處
重大土
石災區
復建工
程 

農委會
(水保
局) 

1 
進度 

控管 

完成 

區域 

(區) 

12 18 18 18 

一、以聚落安全為核心，就已發生災害之 18

重大土石災區進行復建專案控管，預定
全部完成日期為 100 年 12 月底。 

二、18 區復建工程已於 100 年 5 月 26 日全
數完工，共完成 177 件工程，進度超前。 

三、重大土石災區復建工程係整體考量集水
區土砂問題，上游以由源頭處理著手，

抑制崩塌擴大；中、下游抑制土砂流出，
控制流路、調節土砂量及清疏，完成後
可有效防止二次災害。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原訂 18 處指標性重
大土石災區共 177 件復建
工程已提前於 100 年 5 月
26 日完成，另整體水土保
持復建工程累計至100年7

月底止計 1,730 件，已完工
1,644 件(95%)，農委會並
針對野溪及邊坡尚未完成
整治、需進一步加強以及

民眾陳情建議之部分，持
續滾動檢討增辦，請農委
會加強辦理儘速完成全部
復建，強化集水區野溪及
邊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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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里山
森林鐵
路復建

情形 

農委會
(林務
局)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及完
成通

車路
段 

7 

嘉義站
至奮起

湖站 

8 12 

7 件工

程已完

成，至

奮起湖

站已恢

復通

行，正

進行路

線整備

及檢查 

一、阿里山森林鐵路嘉義至奮起湖辦理復建

工程 7 件，目前已完成。 

二、阿里山森林鐵路復駛尚所需增加人力 60

人，經報行政院函示俟委託營運及安全
評估結果確定，再另案辦理，故暫無法
復駛，農委會林務局業積極和臺鐵局洽
談。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事項：遊樂區祝山、
神木支線於 99.6.19 復
駛，主線嘉義至竹崎段於
99.12.19 復駛，原訂主線
嘉義至奮起湖段 7 件工程
已於 100 年 4 月完成復建
並籌備營運，惟後來發生
神木支線翻覆事件後，全
線停駛辦理安全總體檢

及，交通部目前辦理缺失
改善、營運人力檢討及研
議復駛期程。請農委會持
續加速辦理主線奮起湖至
阿里山段復建工程，完成
阿里山森林鐵路整體復建
工程。 

7 

河川、
野溪及
水庫疏
濬 

經濟部
(水利
署) 

1 
進度 

控管 

疏濬
(清
疏)完
成數
量 

(萬

M3) 

3,600 5,200 7,800 5,594.3 

經濟部：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6 月 26 日止河川、
野溪及水庫疏濬量達 5,594.3 萬 M3，達成度
為 155.4%。其中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局及地方
政府辦理河川疏濬量達 4,629.1 萬 M3；水利
署所屬水資源局、台電公司、台水公司及農
田水利會辦理水庫疏濬量達 326.1 萬 M3；農
委會林務局與水土保局及地方政府辦理野溪
清疏量達 639.1 萬 M3。 

 

農委會： 

一、依據 98 年 11 月 30 日行政院核定之加
強河川野溪水庫疏濬方案（第二期）目
標，農委會負責 800 萬 M3。 

二、至 100 年 6 月 30 日止，預定清疏目標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原訂 100 年 12 月底
疏濬 5,200 萬立方公尺土
石方目標量，提前在 100

年 5 月 22 日達成。惟鑒於
莫拉克颱風災區流域淤積
土石數量仍相當龐大，請
經濟部督導所屬及協調各
疏濬執行機關依  院長裁
示「疏濬無間斷」原則持

續滾動檢討加強辦理疏濬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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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00 萬 M3，實際執行量 756.7 萬 M3，

達成率 189％，進度超前。 

三、野溪清疏可增加排水通洪斷面，避免洪
水、土石流淹沒臨近村莊，造成人員財
產之損失，維護保全對象安全；並可就
地利用，將土砂回填流失農（土）地，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8 

中央管

河川、
區排及
海堤復
建工程 

經濟部
(水利
署)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件) 

254 256 - 254 

一、莫拉克中央管河川復建工程共 256 件，
已全數完成發包，至 100 年 6 月底 254

件工程已完工，已達預定目標值。 

二、餘 2 件未完工工程亦已施作達計畫洪水
位以上，預定 100 年 7 月 15 日前可完
工。對於未完工工程及其餘中央管河川
水系，水利署各河川局已備妥防汛應變
措施，以減輕洪災損失。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莫拉克颱風災後中
央管河川復建工程共計

256 件已於 100 年 7 月 14

日全部完成。請經濟部持
續加強颱風豪雨防汛應變
措施，以及堤防護岸檢查
補強，確保復建工程成效。 

9 

縣（市）
管河川
及排水
復建工
程 

經濟部
(水利
署) 

1 
進度 

控管 

標案
完成
數量 

(件) 

685 687 - 684 

一、100 年 6 月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33 件(達成 33)、雲林縣目標值
27 件(達成 27)、嘉義縣目標值 188 件(達

成 188)、臺南市目標值 171 件(達成
171)、高雄市目標值 105 件(達成 105)、
屏東縣目標值 118 件(達成 118)、臺東
縣目標值 43 件(達成 42)，合計目標值
685 件，達成度 684 件，達成率 99.9%。 

二、本計畫原估計 100 年 6 月底可完成 685

件復建工程，因近日豪雨無法施作，影
響完工時間，截至 100 年 7 月 11 日止
已完成 686 件（6 月底完成 684 件），餘

1 件可於 100 年 9 月底前完工。 

三、截至 100 年 6 月底為止，3 件未完工工
程如次： 

(一)太麻里溪作案 1 號堤防復建工程（3 工
區）-已於 100 年 7 月初完工。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縣（市）管河川及
排水復建工程已完成 686

件，僅餘 1 件尚未完成，
預計 100 年 9 月 12 日完
成。請經濟部督導所屬加
強趕辦，並落實防減災等
防汛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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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蘭右岸 2 號護岸復建工程-已於 100 年

7 月初完工。 

(三)泰和橫堤工程-預計於 100 年 9 月底完
工。 

1

0 

莫拉克
災區高
山聚落
安全評
估 

經濟
部、農
委會 

1 
進度 

控管 

完成
安全
評估
數量 

(處) 

100 120 - 100 

經濟部： 

已完成原訂之安全評估數量。 

 

農委會： 

一、有關莫拉克災區高山聚落調查績效指標
值訂定，主要以莫拉克風災後特定區域

屬農委會權責之安全堪虞地區總共 113

處為主，並於 100 年 4 月納入經建會調
查之 87 處不安全聚落及地調所調查之
36 處危險聚落，經整體評估後，實際需
進行現地調查之聚落數為 120 處，故以
此 120 處為執行目標，預定於 100 年 12

月底完成。 

二、至 100 年 6 月 30 日止，預定完成 100

處，目前已完成包含台中、南投、雲林、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 8

個縣市計 100 處聚落安全調查，達成
預定目標。 

三、除完成聚落安全調查評估成果外，並
依據致災因子影響範圍及聚落各項防
災資訊，建立各聚落之防災地圖，提
供各級政府參考使用。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事項： 

一、主辦機關已於 100 年 6

月完成 100 處莫拉克
災區高山聚落安全評
估，符合原訂目標值。 

二、對於居留在不安全地
區的民眾，建請加強
辦理災防演練，俾提
高當地居民防災意
識；並在颱風、豪雨
（或土石流…）警報
發布後，應依災害防
救法予以強制撤離，

安置到安全的處所，
以確保民眾之安全。 

二、推動家園重建，協助受災戶早日恢復安定生活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見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 

機關 

評
估 

體

評估 

方式 

衡量 

標準 

累計目標值 截至 

100 年
6 月 

100 年

6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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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實際達

成目標 

1 
興建 

永久屋 

重建會
(家園
重建

處) 

1 
進度 

控管 

永久
屋興
建完
成間

數 

2,585 3,128 3,404 2,584 

重建會： 

一、100 年 6 月各縣永久屋目標值與達成度
如下：南投縣目標值 183 間(達成 186

間)、嘉義縣目標值 132 間(達成 132

間)、臺南市目標值 26 間(達成 26 間)、
高雄市目標值 1,100 間(達成 1,096

間)、屏東縣目標值 1,050 間(達成 1,050

間)、臺東縣目標值 94 間(達成 94 間)，

合計目標值 2,585 間，達成度 2,584 間，
達成率 99.96%。 

二、100 年 6 月底新增 4 處完工之基地：
南投縣南投市基地(118 間)、高雄市月
眉農場第 2 期(250 間)、屏東縣新來義
基地 (232 間 )及吾拉魯滋基地 (118

間)，合計新增 718 間永久屋，終計完
成 2,584 間永久屋。 

三、各基地實際興建間數略有調整，故雖
原預定完成基地均已如期完成，完成
間數較原預定目標值減少 1 間。 

 

內政部： 

一、目前由本部負責補助有南投縣鉅工基
地、名間基地、永豐段基地、南投市
基地、嘉義縣轆子腳 1 基地、轆子腳
2 基地、鹿滿基地、大埔南段基地、

雲林縣東興段基地、臺南市芒果蒸熱
場、高雄市月眉農場、月眉農場 2 期、
五里埔基地、五里埔 2 基地、龍興段
基地及臺東縣德其段基地等 16 處，共
計興建 1,753 間永久屋，依據目前重

已有績效，惟礙於天候等
因素致部分延誤，請持續
督導主辦機關以儘速完成
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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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會管控期程係管控於 100 年 8 月 8

日前完成。 

二、上開 16 處基地中，目前已完成南投縣
鉅工基地、名間基地、永豐段基地、
嘉義縣轆子腳 1 基地、鹿滿基地、臺
南市芒果蒸熱場、高雄市月眉農場、
五里埔基地及臺東縣德其段基地等 9

處，已興建 1,104 間永久屋。 

三、查高雄市月眉農場 2 期 254 戶已近完
工，可於重建會管控期程前完成，達

成率可提升至 77.5%；其餘 6 處基地
刻正由相關地方政府及認養團體就永
久屋與公共設施工程進行規劃內容溝
通並加緊趕工中，本部仍將持續督導
以儘速完成興建工程。 

2 
災區校
園重建 

教育部 1 
進度 

控管 

校園
修
（重
）建
案數 

1,087 1,099 1,145 1,085 

一、100 年 6 月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48 案(達成 48)、彰化縣目標
值 37 案(達成 37)、雲林縣目標值 53 案

(達成 53)、嘉義市目標值 37 案(達成
37)、嘉義縣目標值 190 案(達成 190)、
臺南市目標值 367 案(達成 367)、高雄
市目標值 170 案(達成 168)、屏東縣目
標值 135 案(達成 135)、臺東縣目標值
50 案(達成 50)，原訂目標值 1,087 案，
達成情形 1,085 案，達成度 99.8％。 

二、改善教學環境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經費執行項目計有運動場周圍排水溝

修繕、校舍防水防漏工程、圍牆修復、
抽水馬達設置、擋土牆修復、室外遮
陽棚整修工程、校園全區基地排水系
統改善工程、運動場周圍排水溝修
繕、供電系統改善工程、電線電路泡

已有績效，惟仍有部分待
加強事項： 

一、原訂目標值 1,087 案，

目前達成 1,085 案，其
中未完 2 案為高雄市
鳳山區鳳山國小及桃
源區建山國小，鳳山
國小因廠商糾紛問題
致使延誤，本案已於
100.3.31 決 標 ，
100.4.17 開工，礙於
天 候 因 素 ， 將 於

100.8.10 完工；另建
山國小案，前已流標 7

次，已於 100.3.14 決
標，因天候因素，預
定於 100 年 9 月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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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受損修復、校舍屋頂受強風侵襲受

損修復、校園道路下陷受損修復、籃
球場 PU 泡水受損修復…等，協助災損
學校進行災後復建，儘速恢復災前正
常教學環境，維護師生校園環境安
全，提高教學品質。 

工。 

二、教育部災後復建工程
已達成 99.8％之績
效，請教育部儘速協
助高雄市政府完成校
園復健工程，以維護
師生校園環境安全，
提高教學品質。 

3 

短期 

就業 

勞委會 

1 
進度 

控管 

上工 

人次 
2,000 7,940 

100 年
計畫已
結束 

5,816 

一、原訂目標值為推介派工 2,000 人次，

實際累計推介派工計 5,816 人次，目

標達成率 290.8%，將持續推動本案各

項工作。 

二、100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工
作政府部門計畫經本會審查，核定補
助屏東縣政府等 10個縣市 7,415個員
額，各縣市進用人員自 6 月 10 日起陸
續上工，截至 6 月底止，累計推介派
工達 5,029 人次；另本會職業訓練局

高屏澎東等 3 區就服中心共計核定 65

個非營利組織 856 個臨工員額，截至
6 月底止，累計推介派工達 787 人，
上述兩項合計上工人次計 5,816 人
次。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災區職
業訓練 

2 
統計 

數據 

培訓 

班次 
9 19 29 13 

一、本局為協助災民提升就業技能以促進
就業，依據災區產業特色及考量災區
失業者訓練需求，職訓中心以自辦、

委辦及補助等方式加強開辦相關職業
訓練課程，以及時回應災民之訓練需
求。100 年度截至 6 月止，計辦理 13

班，參訓 432 人，目標達成度為 144

％。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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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依據災區產業特色、永久屋基地

重建及災區失業者訓練需求，辦理牆
面藝術工法、木雕皮雕、手工編織、
飾品創作、農產品加工等訓練課程，
以協助災區民眾職業重建，本（100）
年度截至 6 月止已辦理 13 班、參訓
432 人、結訓 344 人、佔參訓人數比
率 80%，整體訓練成效尚屬良好；另
本局為提升災區失業者職業訓練成
效，均由訓練單位辦理已結訓學員訓

後三個月之就業媒合爭取就業機會，
至尚未就業學員則由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繼續輔導就業。 

災區就
業輔導 

1 
統計 

數據 

求職
就業
率 

25％ 28％ 30％ 79.14% 

以目前已進住永久屋基地居民之就業輔導
成效而言，截至今(100)年 6 月底止，合計
有就業需求人數為 2,004 人，就業人數已
達 1,586 人，求職就業率 79.14%。目標達
成度為 316.56%。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4 
生活重
建服務 

內政部 2 
統計 

數據 

擴大
生活
重建
中心
服務
量能

(人
次) 

240,000 300,000 360,000 328,365 

本部設置莫拉克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自
99 年 2 月起已陸續完成設置 27 處，截至 100

年 6 月止，服務總人次已達 32 萬 8,365 人
次，達成度 136.82％，其中老人服務 3 萬
1,221 人、身障服務 7,601 人、兒少服務 1

萬 8,179 人、婦女服務 5,980 人次，心理服
務 3,952 人次，就學服務 6,642 人次，就業
服務 2 萬 3,207 人次，生活服務 2 萬 2,422

人次（含提供物資、經濟扶助…等），轉介服

務 1,856 人次，其他服務（如社區工作、服
務方案宣導、永久屋參訪等）4 萬 2,649 人
次，諮詢服務 1 萬 7,758 人次，以上服務成
果合計 18 萬 1,467 人次；另辦理方案及活動
成果合計 14 萬 6,898 人次參與。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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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災區心
理重建 

衛生署 1 
進度 

控管 

高關
懷個

案追
蹤輔
導(人
次) 

800 1,600 1,800 1,319 

一、在高關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人次部分，

重建區 6 個縣市服務量共計 1,319 人
次，比原訂目標值多 519 人次（為原訂
目標值的 1.64 倍）。 

二、所有重建區 6 個縣市均已達成目標值，
服務量最高為高雄市（410 人次），其次
依序為台東縣（237 人次）、南投縣（235

人次）、嘉義縣（177 人次）、台南市（143

人次）、屏東縣（117 人次）。 

三、依據 921 震災精神疾病盛行率實證性研

究結果顯示（周煌智），災後半年創傷壓
力症候群、重憂鬱症、藥物依賴或濫用、
酒精依賴或濫用、自殺意念的災民比率
分別依序為 7.9％、9.5％、2.7％、5.7

％、3.8％；災後 2 年依序為 10％、8.2

％、3％、5.6％、3.5％；災後 3 年依序
為 4.4％、6.4％、6.4％、5.4％、7.2％；
上開數據顯示，持續提供經列管之高風

險災民關懷訪視、追蹤輔導及轉介照會
服務，以降低災民精神罹病的比率，有
其必要性。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6 
災區文

化重建 
文建會 1 

統計 

數據 

藝文
活動
(場
次) 

400 450 500 428 

一、本會關鍵績效指標為災區文化重建，為
配合量化目標值之訂定，本會以藝文活
動(場次)為主要目標值展現： 100 年 1

月至 6 月辦理培訓災後重建人才相關課
程計 60 場次：辦理閱讀藝文活動計 316

場次；辦理兒童生活藝術輔導工作共 52

場次，合計為 428 場次，目標值達成度
為 107% 

二、另補助縣市辦理藝文活動，100 年 6 月
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縣目標值 4

場次(達成 7)、雲林縣目標值 9 場次(達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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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屏東縣目標值 1 場次(達成 3)，

合計目標值 14 場次，達成度 20 場次，
達成率 142%。本計畫補助受災團隊演
出，提供就業機會，抒緩其經濟壓力；
並結合受災或專業團隊辦理巡迴演出，
進行藝術治療或心靈輔導課程，100 年 1

月至 6 月計參與人次為 1,836 人，提供
就業機會 88 人次。 

三、推動產業重建，協助災區產業復甦 

關鍵績效指標 截至
100 年
6 月實
際達成
目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審查意見 關鍵績效 

指標 

主管機
關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量 

標準 

累計目標值 

100

年 6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6 月 

1 

推動產

業重建

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復 甦 -

嘉義縣

阿里山

鄉山美

產業示

範點 

交通部

(觀光

局阿里

山國家

風景區

管理

處) 

3 

旅遊

人次

統計

及滿

意度

調查 

達娜

伊谷

自然

生態

公園

開園

目標 

100

年 2

月 26

日已

完成

開園

目標

現階

段任

務 

3 萬旅

遊人次 

5 萬旅

遊人次 

辦理 

完成 

已於 100 年 2 月 26 日完成預定執行開園目
標。本處為配合阿里山鄉山美達娜伊谷自然
生態園區 100 年 2 月 26 日開園活動，於開園
前後完成下列多項工作： 

一、硬體設施重建：包括入口收費亭整修、
管理站外牆整修、廁所整修（3 處）、涼
亭整修（2 座）、小型巴士停車場整修、
圍籬欄杆等安全設施、展演場外部環境
清理、園區步道改善、園區除草清理工
程。 

二、產業重建：辦理導覽解說人員培訓，課
程項目計有社區組織重建、河川生態(含

地質、地貌認識)、生態旅遊、餐飲服務
禮儀、國際禮儀等計 30 小時培訓課程。 

三、設置展示專區：於園區內第 3 區文化展
示綜合館辦理靜態展示(包括皮雕、竹編
等原民手工藝) 。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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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行銷：配合於開園前後之 3/14-16

及 3/22 安排中時、聯合、自由、蘋果及
警廣等媒體記者前往園區踩線並採訪，
報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於 100 年 2

月 26 日重新開園，歡迎遊客踴躍前往。 

2 

推動產

業重建

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復 甦 -

高雄縣

旗山商

圈產業

重建示

範點 

經濟部

(商業

司) 

3 

旅遊

人次

統計

及效

益評

估 

旅遊

人次

及商

圈旅

遊消

費情

形 

100

年 1

月 15

日辦

理「蕉

通百

年 旗

美共

榮」-

旗山

橋竣

工典

禮暨

旗美

地區

產業

行銷

活動

效益

評估

分析 

15 萬旅

遊人次

及旅遊

消費情

形 

20 萬旅

遊人次

及旅遊

消費情

形 

辦理 

完成 

一、辦理完成「蕉通百年 旗美共榮」-旗山
橋竣工典禮暨旗美地區產業行銷活動效
益評估分析並分送相關單位參考在案。 

二、春節期間(2.3-2.7)糖廠及旗山老街遊客
量打破以往紀錄，明顯較災前增加約 3

成，主因乃旗山橋通車搭配重建會辦理
旗山產業行銷活動發揮效果。 

三、今年春節後至今，因旗山橋通車方便，
旗山糖廠遊覽車潮回流，旗山老街例假
日配合旗山商圈交通疏導措施，經媒體
報導，營收亦較災前同期增加 2 成。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3 

推動產

業重建

示範點

協助災

區產業

經濟部

(商業

司) 

3 

旅遊

人次

統計

及效

益評

旅遊

人次

及商

圈旅

遊消

10 萬

旅遊

人次

及旅

遊消

15 萬旅

遊人次

及旅遊

消費情

形 

20 萬旅

遊人次

及旅遊

消費情

形 

10萬旅
遊人次
及旅遊
消費 

一、依據旅遊人次及商圈旅遊消費情形統計
及效益評估，100 年 6 月底止到遊商圈
人數達原訂目標值 10 萬人次。 

二、上半年旅遊人次及商圈旅遊消費約有 6

成左右為陸客為主，在商業司計畫導入

已有績效，惟知本商圈入
口意象及環境景觀之改善
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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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甦 -

台東縣

知本溫

泉產業

重建示

範點 

估 費情

形 

費 輔導資源及業者因應陸客提升的情形

下，商店街營業額提升約 1-2 成。 

三、預計暑假旺季的到來會導致國旅市場需
求的提升預計提升 2 成營業額。 

四、預計下半年度 10-12 月配合觀光局溫泉
美食嘉年華的辦理將帶動商圈整體營收
約 2 成。 

4 

原鄉特

色產業

17 鄉

鎮區產

業重建

計畫 

原民會 1 
進度

控管 

完成

執行

計畫

(件

數) 

30 73 125 40 

一、100 年 6 月目標值與達成度如下：南投
縣目標值 5 件(達成 5)、嘉義縣目標值
11 件(達成 11)、高雄市目標值 1 件(達

成 0)、屏東縣目標值 5 件(達成 12)、臺
東縣目標值 8 件(達成 12)，合計目標值
30 件，達成度 40 件，達成率 133%。 

二、高雄市未達成之 1 件目標值說明如下：  

高雄市政府因縣市合併保留經費尚無法 

動支，另工坊選址問題尚待解決等，以 

致未能於預定期程完成。 

三、屏東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執行計畫皆比

預定期程超前，增加預計完成件數計 11

件。 

四、有關上開計畫（目標值）各縣市政府辦
理情形，擇要如下： 

（一） 嘉義縣： 

1. 莫拉克風災週年感恩祈福活動、特富野
與達邦部落愛玉季活動、寶島鯝頄節、
鼓動楓林及涼亭慶系列活動等：感恩祈
福活動重現救災現場，部落參與度達

80%；鄒族日展售茶葉銷售 100 斤，產
值約 10 萬元；高山嚮導培訓，部落青年
參與度 80%；中秋活動受天候道路影響
無外來遊客，但部落居民參與率達
95%，成功凝聚部落居民向心力與對未來

已有績效，惟計畫經費執
行率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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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另寶島鯝頄節活動結合真情巴

士，重現山美達娜伊谷觀光產業風華；
社區居民與遊客約 300 人次。涼亭慶活
動成功召喚部落舊有觀光客再度回遊茶
山；動員社區居民，打造茶山部落原住
民特色環境，社區與遊客共 660 人參與。 

2. 鄒族農特產品包裝行銷計畫：建構阿里
山農產品與手工藝品台北都會區行銷展
售點，並建立集貨、包裝、配送、銷售
及收益之銷貨機制，有效幫助阿里山鄉

原住民產業發展。 

3. 充實農業生產設施、機具、集貨加工設
施計畫：建構山美新興農特產-咖啡與竹
筍產業品牌形象，有利部落產業發展。
另修復因風災受損之新美苦茶籽理貨
場，有助於本（100）年苦茶油產業復原
與作業。 

（二） 南投縣： 

1. 農業產銷班灌溉設施：改善因災受損之
灌溉設施後，增加原住民農產業收入約
25％。 

2. 原住民耆老傳承計畫：培養能自行完成
籐編作品者計 39 人、籐編種子教師 7

人。 

3. 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計畫：活動總收入
116 萬 6,400 元，效益達 2.33 倍。 

4. 農機設施及農業資材及加工設備計畫：

原住民受益農戶計 82 戶，總收益增加

1,230 萬元。 

（三） 臺東縣： 

1. 充實部落傳統產業生產設施及生產機具
及漂流木手工藝基礎班：提供 15 個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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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在地就業人口至少 15 人次，增加

遊客人數 300 人次。 

2. 辦理部落傳統歌舞展演輔導班、農業產
銷班輔導暨農產研習及行銷活動：培訓
20 人、表演場次 15 場，有效增加遊客
人數 100 人。 

3. 輔導部落種植有機傳統作物：培訓成立
產銷班 1 班 15 人，增加班員經濟收入 2

萬 5 仟元。 

4. 輔導植栽香草，發展精油產業：培訓成

立產銷班 1班 15人，種植面積 1.5公頃。 

5. 振興農業「特色產品」行銷：增加部落
参與族人經濟收入。提供在地就業人口
至少 30 人次，增加遊客人數 500 人次。 

6. 辦理再現櫻花戀活動：種植 70 株櫻花
樹、賞櫻花遊客增加 1,058 人次，並培
訓導覽解說員 3 名。 

（四） 屏東縣： 

1. 霧臺鄉公所辦理傳播媒體宣傳計畫，以
採購電腦設備及建置商務帄台。農業園
區建置計畫，以辦理香草植物種植技術
訓練及週邊商品開發，參與訓練人員共
達 60 人次。 

2. 瑪家鄉公所辦理電子商務帄台建置計畫
建置瑪家紅黎入口網暨電子商務行銷
網。提升山芋栽植技術與產品驗證計
畫，主要辦理山芋種苗培育、栽種技術

推廣培訓人數 25 人、辦理研習營 1 場、

產銷班說明會 4 場、成立 2 班蔬菜產銷
班，加入產銷班戶數 30。山芋行銷計畫，
辦理相芋在來義活動，參與部落 7 村 11

個部落，增加山芋面積 10 公頃。山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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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暨管控中心設置計畫，以建置鄉內山

芋及有機產品種類、數量和品質資料、
聘用計畫助理 2 名協助各項工作執行。 

3. 牡丹鄉公所辦理人才培訓計畫，以培訓
導覽解說員訓練包含社區班及證照班，
社區班 27 位學員完成基礎及實習課
程，該公所並依規定發予結業證書，學
員完成為 84％、證照班符合考照報名者
共計 20 人。生態旅遊環境計畫，辦理野
牡丹植栽及導覽地圖與解說牌製作植栽

2,000 株野牡丹花，雇工預計 75 工，雇
用 54 名族人協力完成及提供在地族人
就業機會，完成 4 各景點修繕維護等。
觀光景點改善計畫，辦理 Cacevakan 遺
址步道修繕及高士歷史穀道修繕及高士
神社公園暨週邊設施修繕等項目，雇用
5 名人員協助步道修繕雇用及 7 名人員
協助穀道修繕。 

4. 三地門鄉公所辦理咖啡產業培訓中心計
畫，以咖啡栽種、培育、採收技術訓練，
訓練課程時數 30 小時，上課人次為 40

人。訓練課程為部落咖啡農戶增加其他
技藝，並引起部次農戶未來經營模式之
方向。咖啡生產工廠建置計畫，以採購
脫殼機、去皮機、刨光機及烘培機等設
備，免費提供咖啡農戶使用，節省咖啡
農戶初級加工之成本。計畫協調與掌

控，主要以聘用 1 至 2 名計畫專案助理，

協助執行災後重建相關工作，有效增加
當地居民就業名額 2 名。 

5 
農田流

失回填 

重建會

(產業
1 

進度

控管 

農田

流失
4 - - 4 

重建會： 

一、遭莫拉克颱風侵襲造成農田流失、埋沒

已有績效，惟台東縣施工介
面整合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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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處) 

回填

(處) 

全省有南投(22 公頃)、台南(155 公頃)、

屏東(50 公頃)及台東縣(215 公頃)等 4

個縣市，合計 442 公頃。 

二、辦理情形： 

(一)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明德堤旁防沖
段流失農地面積約 22 公頃，經濟部水利
署第四河川局於施作堤防時，已將流失
部分利用河川疏濬砂土填復約 78 萬立
方公尺，並於 100 年 6 月 30 日填復完成
經鑑界後即可復耕。 

(二)臺南縣：農地流失地區主要位於台南縣善
化鎮六分寮、東勢寮段，面積 155 公頃，
台南市政府已辦理砂土回填完成。有關
農水路修復工程部分，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補助台南市政府辦理，業已完成。目
前只剩東勢寮段面積 16 公頃，由經濟部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回填沃土作業，
預計 100 年 7 月底前完成後即可復耕。 

(三)屏東縣：屏東縣遭受颱風侵襲地點主要位
於高樹鄉舊寮段，流失面積約 50 公頃，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辦理該區疏濬
工程，已完成回填農地流失 200 萬方，
及利用鄰近賸餘土方再填復 50 公分沃
土，農地沃土 27 萬方填復已完成，今 100

年(3)月 27 日將舉辦舊寮堤防竣工典禮
暨農田復耕活動，為 4 處農地流失第 1

個完成農地回填復耕的農地。 

(四)臺東縣：台東縣太麻里鄉農田流失面積約

有 215 公頃，金峰鄉流失 6 公頃，本區
不需回填，已達整地高程，並於 100 年 5

月底完成交耕。主要農水路復建工程於
100 年 5 月完工，太麻里鄉(溪底段)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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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99 公頃，預定 7 月底前分 3 梯次辦理

交耕。其餘非重劃區部分 110 公頃，由
台東縣政府辦理簡易農水路復建並完
成，經鑑界後即可復耕。 

三、效益：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農田流失、
埋沒面積 442 公頃，本會督促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及各縣市政府
暨相關單位積極投入農田流失、淹沒、
回填、清淤、農水路復建工程及後續復
耕等作業，預計本 (100)年 12 月底即可

完成所有農地流失填復、農水路復建工
程及復耕等事宜，以儘速讓農民恢復生
產，完成重建工作。 

 

農委會： 

一、屏東縣已完成交耕，列管之南投縣、台
南縣僅需回填部份不足土方。 

二、台東縣因施工介面問題有所延宕，已交

耕 1 期，所餘 3 期預計 7 月底交耕。 

6 

重建石

斑頄產

業，協

助養殖

漁民復

養並拓

展外銷

市場 

農委會 1 
統 計
數據 

石 斑
頄 出
口值 

( 億
元) 

10 

(當年 1

～6 月

合計) 

27 

(當年 1

～12 月

合計) 

15 

(當年 1

～6 月合

計) 

18億元 

一、石斑頄為外銷導向產業，外銷比例佔 7

成，主要以活頄運搬船運搬至香港及大
陸地區，農委會漁業署每月均統計出港
航次，據以計算出口量值，提供關稅總
局加入以「空運方式」搬運之石斑活頄
及頄苗，故以出口值作為衡量指標，可
有效反應產業重建情形。 

二、已達成目標值。 

績效良好，工作成果值得
肯定 



26 

 

附表 1：重建預算執行情形--特別預算整體 

 

 

 

 

 

 

 

 

 

 

 

 

 

附表 2：特別預算執行落後原因分析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