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1日莫拉克颱風災情通報（家園重建處）    下午 

縣市 永久屋基地 現          況 案情分析 

南投 長利園社區 無災情  

紅立新邨 無災情  

新信義之星 無災情  

神木社區 無災情  

雲林縣 東興社區 無災情  

嘉義縣 日安社區 無災情  

轆子腳三期
(興建中) 

無災情，因雨停工  

日滿社區 無災情  

日好社區 無災情  

山美
saviki 

無災情  

樂野基地
(興建中) 

無災情，因雨停工  

臺南市 玉井大愛園
區 

無災情  

 大愛杉林 排水不及，部分水溝阻塞 排水不及 

五里埔 無災情  

日光小林 活動中心部分滲水 門窗未關好，雨水由外部滲入 

樂樂段 無災情  

龍興段 排水不及，部分水溝阻塞 排水不及 

屏東縣 新豐 無災情  

禮納里 現場訪視，無災情  

長治百合 現場訪視，無災情  

吾拉魯滋 活動中心角落滲水  

新來義 1. 永久屋有一戶房屋 2F排水口阻塞，
造成房屋嚴重淹水。 

2. 目前該戶 6 人安置在活動中心，縣
府 11日下午將送空屋鑰匙給住戶先
行使用。 

3. 永久屋第 6巷約有 10幾戶有淹水情
形。 

排水口阻塞 

新來義 回報上述 6巷淹水情形實際為永久屋前
庭門廊受間歇性豪雨所致，有小積水影
響，無影響住戶進出。 

雨下太大排水不及 

高士 無災情  

中間路 無災情  



九棚 尚未入住  

臺東縣 德其段基地 無災情(有部分永久屋會漏水)  

舊大武國小
基地 

無災情  

賓茂國中基
地 

無災情  

嘉蘭第 2基
地 

無災情  

嘉蘭第 1基
地(東側) 

無災情  

嘉蘭第 1基
地(西側) 

無災情  

 

 

 

 

 

 



 

內政部所屬 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災情回報情形                    

編號 回報單位 受災情形 

1 
桃源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全區網路不通，高中至桃源村主要橋樑有滔空現象，已經封閉行

駛，207員已撤離，復興鄉 4戶淹水，急症 22位病患已有 20位

安全就醫，另有 2位堅持靠藥物控制，重建中心已積極勸說中。 

於 13:45分回報將緊急撤離復興里、拉芙蘭里及梅山里等 439位

民眾至鳳山區牛頭埔工兵營區。 

2 
茂林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於 6月 11日中午 12點回報，以下狀況： 

1. 全區各里道路封閉及管制，偶爾會停電，目前風雨交加不斷。 

2. 萬山里 91名居民安置於茂林里鳳山區農會茂林辦事處。 

多納里、茂林里居民目前一切安全。 

3 
那瑪夏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於 6月 11日中午 12點回報，以下狀況： 

1.全區各里道路封閉及管制，偶爾會停電。 

2.達卡努瓦里 18名居民安置於大光教會；瑪雅里 128名居民安置

民權國小（其中 9人衛生所員工.）；南沙魯里有 50位居民安置

於民族平台。 

4 
杉林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一.杉林大愛園區各區因多處高市工程進行故於凹處會積水外，尚

無嚴重積水狀況，中心同仁將持續注意豪雨所帶來的影響。 

二.若有山區親友需下山住在杉林大愛園區等地,需生活等協助

者,也請各中心告知。 

5 
林邊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林邊鄉現於國 3下交流道後，加油站至舊鐵道路段兩側(大排)有

部份積水，早上約 8點，積水約半輪胎，現已漸退，而此為每次

下雨皆必積水之處，公所已進行處理，鄉內 10村皆安好，從零晨

至今已無下雨。 

6 
東港鎮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一、目前僅些許低漥地區有積水情形，雨勢漸緩、逐漸消退中。 

二、除上述積水情形外，尚無其餘災情傳出；本中心也將持續與 

   東港鎮公所社會課、各里長保持聯繫，以便因應後續突發災   

   情狀況。 

三、中心社工員於 6/10清晨 05：30起，進行輪班留守任務、隨

時監控東港鎮及新園鄉鹽埔村最新災情狀況；並與中心災時

高關懷名冊個案進行電訪關懷，並請案家與本中心保持聯繫。 

7 
萬丹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經這幾日重建中心以輪值分組的方式，下萬丹各社區瞭解災情及

與地方連繫所得： 

1. 萬丹鄉目前尚未傳出災情，針對低漥及易淹水地區亦尚無淹水



情況，但本中心仍密切與鄉公所、社區之村長、村幹事、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進行聯繫，隨時掌握最新情況。 

2. 中心社工員已針對先前調查之優先撤離名單及僅住 1樓平房

家戶，進行訪視和電話提醒防災應備資訊與聯繫窗口方式，如

發生淹水情形將配合鄉公所進行相關撤離程序。 

3. 中心並已啟動防災人員排班機制，如若間歇性大雨持續未停，

中心將安排全員留守，隨時回報最新情況。 

8 
高樹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已與高樹消防隊聯繫，確認高樹鄉目前災情現況： 

1. 因濁口溪水暴漲，大津橋水位已至橋面，現今未有災情傳出。 

2.高樹鄉建興村部份低窪處淹水，今早 6：00已由消防隊協助於

大山二路撤離 2  人至較高處。 

3.高樹鄉各村除低窪處局部淹水外，目前無災情傳出。 

高樹仍會與鄉鎮市公所持續保持聯繫並協助民眾撤離及回報災情 

9 
霧台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一)災情現況 

1.目前霧台山區持續大雨，風速正常。 

2.大武村:留置原鄉約有 54-55戶，人數:42人，有水有糧食目前

依靠發電機供電，人員平安。 

3.佳暮村:留置原鄉人數 29人，部分住民留在部落，有水有電有

糧食，人員平安。 

4.阿禮村:留置原鄉住民已撤下山，目前依親。 

5.吉露、阿禮全村目前都居住於永久屋。 

6.好茶村:全村居住於永久屋，人員平安。 

7.霧台社區留置原鄉人數:145人、神山社區:60人、谷川社區:54

人(含工人在內)，有水沒電，霧台鄉公所已成立災情應變中心。 

(二)交通 

1.伊拉便橋封閉禁止通行。 

2.台 24線 28k.30k.35k坍塌。 

3.大武村聯外便橋及小山至東川便橋已遭沖毀，大武村便橋施工

挖土機已遭河水沖走，但無人員傷亡。 

(三)電力與通訊 

1.大武村目前有水無電，通訊正常。 

2.霧台社區有水無電，通訊正常。 

3.霧台鄉目前水源供應正常，全鄉停電，通訊正常。 

10 
三地門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一、交通：德文路段因目前豪雨不斷，造成行駛困難。 

二、口社村、安坡村、青山村居住較危險區域村民目前皆徹離至

該村莊活動中心安置；大社村居住於原鄉居民已撤離至三地門

體育館安置；德文村目前大部分村民已撤離至三地門體育館安

置，只有少許村民目前還在進行撤離；達來村經早上三地鄉公



所臨時會議決議下午三點開始全面徹村至三地國小安置。 

三、德文連絡站社人員目前協助德文村民撤離至三地鄉三地村體

育館，達來連絡站人員目前協助鄉公所及村幹部宣導下午撤離

相關事項。 

11 
來義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1.來義村聯外道路狀況不佳(尚未中斷)，昨天來義村、義林村、

丹林村於晚上 8點強制撤離，至新來義部落安置的村民有 7人。 

2.今天早上 6點村民已返回部落。 

3.目前無災情中心待命中，傍晚視狀況決定村民是否仍需安置。 

12 
泰武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本鄉部分道路淹水，目前均已回復，重建中心將持續關注 並予以

協助。 

13 
牡丹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本鄉狀況一切平安。 

14 
高屏溪沿岸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2012.06.10南二高下國道三號，東寧橋傳出淹水高達半個輪胎，

約３０公分高。(平時地勢較低)後已由養工處人員協助疏通。 

2012.06.11高屏溪沿岸生活重建中心於上班日聯繫九如較會淹

水地區，分別為玉水、玉泉、東寧社區。並聯繫九如鄉公所災害

防治員黃明麗專員，皆表示目前尚未有淹水災情。 

中心後續將與九如鄉公所保持聯繫，密切注意是否有災害發生。 

經聯繫後得知屏東市較易淹水區域，鵬程里及凌雲里皆未有淹水

亦或是積水現象。但靠近高屏溪之河濱公園附近有一座攔砂堤水

位較高，尚未達危險警戒，後持續追蹤觀察。 

15 
潮州鎮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1、因東港溪暴漲 尚未達警戒水位 本中心目前聯繫各社區河川巡

守隊及防災志工嚴密監控中。 

2、因潮州五魁橋、潮州大橋、民治溪（東港溪支流）間歇性豪大

雨 沿岸工程上在整修未完工 故致民治溪沿岸商住家部分淹

水  高度約 10公分左右尚無災情傳出。 

3、崁頂鄉港東村 為在「港東二號橋」處局部平和北路與平河南

路幾處淹水 以聯絡村長加強水位監控及淺勢居民防範淹水之

準備。 



4、已於上午 10時完成淺勢地區弱勢老人身障家庭之聯繫及宣導

防災工作 共計聯繫潮州檨子里、五魁里與崁頂鄉港東村、力

社  村、園寮村共計 103戶。聯繫獲知相關消息，部分居民因

雨勢屬間歇性大雨造成局部淹水，已採取就地避災或依親。 

整體而言，目前尚無嚴重災情傳出 後續仍會持續監控相關雨勢及

淹水狀況 並協助各社區啟動防災減災機制。 

16 
枋寮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枋寮地區目前僅風勢較大,大雨狀況已停止。昨日間歇性大雨不

停,約下午 6:30在地駐點社工有至枋寮大庄村、新龍村及枋寮市

區巡視僅部分路面積水,尚無須做撤離動作，雨勢漸小後,積水處

已漸消退，目前並無嚴重災情傳出。 

本中心會持續留意雨勢狀況,並與村長、鄉公所作密切聯繫。 

 

17 

阿里山鄉（南

三）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 

 

18 
阿里山鄉（北
四）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 

一、今日累積雨量 184毫米，總累積雨量 537毫米，雨勢持續時

大時小。 

二、來吉村： 

1.來吉村目前道路都中斷。 

2.來吉 155縣道(老路)已不能通行。 

3.通往第三鄰落石，路不通。 

4.目前尚未通知撤村，皆在評估中。 

5.來吉大橋溪水暴漲。 

6.通往豐山大橋因溪水暴漲造成土石流故封橋。 

7.社工員莊慧文，因同工所居地點(來吉村)聯外道路皆路斷，故

無法前來上班。 

三、達邦村： 

1.169縣道通往達邦村 30公里處，公路局下令封路，但不強制通

行，以告知方式來提醒需通行車輛，及需填寫資料即可通行。 

2.老王溪，溪水沖過路面轎車無法通行。 

3.櫻花溪，溪水湍急。 

4.特富野通往十字路不通，巴沙娜橋也不通，但特富野可通至達

邦。 

5.沿路上都有落石與掉落樹枝、樹葉。 

6.社工員陳勝祈，因同工所居地點(達邦村)聯外道路經公路局全

線管制(169縣道)，雖同工有留下基本資料前來上班，但在途

中因為考量交通安全及道路皆有積水且水深無法探測，故折返

回家中。 



19 
梅山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許多道路不通，如竹崎至瑞里 2號橋至 3號橋部份，但目前已搶

修完成，也有部分道路土石崩塌之情形。將持續監控雨勢狀況，

並與鄉公所做好密切聯繫。 

20 
中埔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已聯絡山區偏遠居民，盡快撤離。另道路有多處崩塌，現正目前

搶修中。中心持續留意災區狀況，並與鄉公所作密切聯繫。 

21 
太麻里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台東太麻里鄉從 9日~11日連續下雨,雨量 100mm目前沒有任何災

情,雖然太麻里溪河水暴漲,目前並無大礙,屆時太麻里鄉防災中

心會依警戒線請溪流附近的住民撤離,目前一切平安! 

1.星期六/日由主任及總會教會牧師巡災情. 

2.另,太麻里永久屋因前次地震房屋有些龜裂,由主責社工處理中

發文至世界展望會並呈縣府協助乙案 

3.依氣象局報導將會持續下雨,後續仍會持續監控相關雨勢及水

位並協助各社區啟動防災減災機制。 

22 
金峰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金峰鄉風雨稍滅，但太麻里溪水位稍有上升，目前中心培力之嘉

蘭巡守隊已從昨天下午即戒備加強巡邏。 

23 
大武鄉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大武鄉重建中心雨勢為間歇性大雨，服務區內(大武鄉、達仁鄉)

尚無災情傳出。目前已與各村幹事及兩鄉公所民防人員保持聯

繫，並連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持續觀察大鳥村土石流淺勢溪流的

狀況。 

24 
南化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台南市南化區目前為間歇性大雨，雨勢有趨緩現象，目前無災情

傳出，上班上課均正常。 

後續中心會持續掌握土石流監控相關資訊，並隨時與里長、區公

所保持聯繫確實做好防避災相關工作。 

25 
安南區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近幾天的豪雨在原台南市區並未造成災情，安南區部分，經中心

聯繫較低漥地區之里長，目前也無災情，這幾天將持續觀察並隨

時視狀況回報。 

26 

南投縣 

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1、南投 3處永久屋區平安，雨量也不算太高。 

2、但神木村神木國小附近之神木橋、霍薩溪橋水位淹過橋面，交

通受阻。 

3、愛玉子溪有土石流發生，目前雖無災害但明後兩天還要多加留

意。 

4、同富村、地利村目前安好，望美村有產業道路沖毀，其餘無礙。 

5、神木村有住戶未及時離開，電話聯繫大致安好，住民會在交通

恢復後回到永久屋。 

6、消防局已在神木村交通中斷處進行監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