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重建會原鄉關懷機制回報表 

地區 里(社區)代表 聯繫結果 

高雄/那瑪夏 

那碼夏區長 目前未撤離居民皆於避難所，尚未有災

情傳出。 

南沙魯里長 無法取得聯繫 

瑪雅里長 該里居民約 280 人目前安置於當地民權

國小，雖有備糧,但希望能提供物資避免

物資不足。 

達卡努瓦里長 該里因目前僅聯外道路中斷，居民約 744

人皆在家裡，物資目前尚足夠。 

高雄/桃源 

桃源區長 目前居民安全，尚無災情傳出，另復興

里需發電機及柴油部分，區長表示該里

原即備有發電機，油料部分將洽現場施

工單位借用。 

梅山里長 梅山里目前約30位居民安至於梅山里梅

山聚會所，尚無其他災情。 

拉芙蘭里長 無法取得聯繫 

復興里長 目前居民 45 位安置於樟山國小復興分

校，目前無水電，糧食尚足，里辦公室

需要一台發電機與柴油。(本部分經洽顏

區長已協助)。 

勤和里長 未接電話 

建山里長 無法聯繫 

桃源里長 該里部分居民留在部落，部分已撤離至

安置所，未有新災情 

高中里長 該里第 1鄰居民至社區活動中心安置，

第 6鄰居民至牛稠埔安置中心，84k 至

84.5k 因土石流中斷待公路局清除，目前

存糧尚足，水源使用雨水。 

寶山里長 二集團及藤枝部落居民皆已至六龜親友

家，目前僅剩寶山部落 12 戶居民未下

山，里長已請當地派出所禁止居民通行

林道，避免危險。 



高雄/茂林 

茂林區長 無法聯繫，15:15 經電洽區公所災防中心

孫先生(07-6801045~16)表示，目前高

132 線道路 0k+300~400 處，原搶通便道

旁邊坡土石崩塌，目前由對口契約廠商

搶修中。 

茂林里長 里民已全部撤離，大多安置於鳳雄營

區，部分依親。 

萬山里長 里民已全部撤離，安置於鳳雄營區。 

多納里長 該里目前約 244 位居民在家避災，部分

長者及病患先下山安置，目前尚無災情。 

屏東 

屏東縣養殖漁

業發展協會理

事長 

養殖區雨勢忽大忽小，抽水機皆在現場

待命，目前水位尚未有異常，無災情。 

屏東/霧台 

霧台鄉長 伊拉橋預警性封橋，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好茶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大武村村長 目前大武村 (23 位村民)撤離至隘寮營

區安置，人員一切平安。 

阿禮村村長 已撤村至親戚家，目前一切平安 

佳暮村村長 目前人員(9 位村民)全數撤離至隘寮營

區安置。 

吉露村村長 目前約一百多位村民全數撤離至長治百

合基地安置。 

好茶理事長 目前雨下很大，人員一切平安 

佳暮理事長 沒接 

吉露理事長 居民已撤至園區內，目前一切平安 

伊拉(谷川)理

事長 

唯少部分居民仍留在原鄉，其他已撤離

至平地親戚家。目前一切平安 

屏東/三地門 

三地門鄉長 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大社村村長 鄉長 6/19 日指示全數撤離，目前一切平

安 

大社村幹事 沒接 

德文村村長 通話中 

達來村村長 沒接 

大社理事長 沒接 

屏東/瑪家 

碼家鄉鄉長 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瑪家村村長 

北葉村村長 

原鄉已封路，目前一切平安 



瑪家理事長 目前一切平安 

屏東/泰武 

泰武鄉長 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泰武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泰武理事長 目前一切平安 

屏東/來義 

來義鄉鄉長 原鄉道路已封鎖，該撤離(來義、小丹

林、義林)至新來義活動中心 21 名多數

至親戚家防颱中。目前一切均平安 

來義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丹林村村長 6/19 日已全數撤離至新來義活動中心及

親戚家，目前一切平安 

義林村村長 沒接 

義林理事長 6/19 日已全數撤離至新來義活動中心及

親戚家，目前一切平安 

大後理事長 撤離至新來義活動中心及親戚家，目前

一切平安 

丹林理事長 撤離至新來義活動中心及親戚家，目前

一切平安 

喜樂發發吾理

事長 

聯絡不到 

屏東/牡丹 

牡丹鄉長 石門村大美部落社區現遷至石門收容所

安置、高士部落撤離至高士國小安置

所，四林村撤離至安置所其，目前一切

均平安。 

高士村村長 沒接 

石門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高士社區發展

協會 

聯絡不到 

屏東/高樹 新豐村村長 雨勢不大，未有狀況。 

屏東/林邊 

林邊鄉長 目前一切均平安，目前林邊溪上游水位

仍處於安全警戒狀態，如上游水位暴漲

將撤離鄰近居民，並於台 17 線長源橋及

嗂仔口橋因橋墩較地怕屆時水為漲高影

響台 17 線交通及鄰近區域淹水。 

林邊鄉鄉民代

表會主席 

未取得聯繫，經電洽林邊鄉公所災防中

心涂先生(08-8755123)表示，目前雨勢

小，未有狀況。 



屏東/佳冬 
佳冬鄉鄉名代

表 

雨勢不大，未有狀況。 

嘉義/阿里山 

阿里山鄉長 1. 停電區域:新美、十字、中正、中山、

香林、特富野、里佳等村停電，已進

行搶修中 

2. 來吉部落 1、2、3鄰連絡道路有落石

坍方情形無法通行，居民均已撤離。 

3. 其他村落目前尚無災情傳出。 

里佳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達邦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樂野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來吉村長 

來吉村幹事 

1. 嘉 149 甲 47.5K 道路坍方嚴重，無法

通行。 

2. 村中部落連絡道路坍方無法通行目前

全數撤離，已無人留守來吉村，留守

人力已退至鄰近太和村。 

豐山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山美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新美村長 除第 3鄰停電外，目前狀況良好，不受

影響 

茶山村長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今天下午 5

點左右將撤離居住安全堪虞地區居民 

北四村生活重

建中心主任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南三村生活重

建中心主任 

1. 山美撤離 24 人至中庄營區 

2. 新美撤離 2戶安全堪虞地區住戶 

3.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嘉義/梅山 
生活重建中心

主任 

目前狀況良好，不受影響 

南投/信義 

信義鄉鄉長 目前人員皆平安，雨勢間歇性不大 

東埔村長 部落人員平安,雨量目前累積雨量

40mm ，已通知鄰長若有災情須回報 

明德村長 1.人員平安,0610 豪雨明德堤防潰堤，四

河局已處理 

2.從下午一點開始連續下雨，雨勢不大 

東埔社區發展

協會理事長 

部落人員平安 



東埔旅遊促進

發展協會理事

長 

已無接受遊客訂房，人員平安，目前雨

量不大 

台東/太麻里 

太麻里鄉長 因應縣府已成立一級防災中心，目前正

會勘中，雨勢不大，尚未有災情傳出。

惟台灣牛附近、鐵路上方(農地重劃

區)，因縣府擔心雨勢過大，故關閉排水

閘門，但易形成大水池而有積水現象，

昨(19)日縣府水利署會勘後尚未回應。 

泰和村長 中午雨勢較大，目前已漸趨緩，尚未災

情傳出。 

香蘭村長 雨勢間歇性趨緩，尚未災情傳出。 

金崙村長 目前部落雨勢已停歇，尚未災情傳出。 

多良村長 
昨(19)晚開始間歇性雨勢，截至今(20)

日止共計累計雨量 100 毫米。 

台東/金峰 

金峰鄉長 目前部落雨勢已停歇，尚未災情傳出。 

嘉蘭村長 

1. 東 64 線林試所附近路基塌部分暫時

仍以舖蓋防水布及設置安全錐處

理，目前單線通行。 

2. 目前部落雨勢忽大忽小，尚未災情傳

出。 

台東/大武 

大武鄉長 

 

電話未接通。 

大武秘書 

 

1. 目前部落雨勢忽大忽小，尚未災情傳

出。 

2. 大武鄉 14 點撤離大鳥村(大武國

中 350 人、大武活動中心 50 人、

大武老人會館 100 人、大武舊公

路局車站 100 人)及大竹村(加津

林活動中心 30 人、愛國埔撤至大

鳥國小愛國蒲分校 80 人)居民，

預計 18 點前撤離完畢並統計撤

離人數。 

大竹村長 1. 凌晨 4點開始下雨，部落雨勢間歇忽

大忽小，尚未災情傳出，狀況良好。 

2. 公所宣佈下午 1400 大竹本部落開始

撤離至愛國埔分校、加京林活動中

心。 



大鳥村長 電話未接。 

大竹村長 3. 凌晨 4點開始下雨，部落雨勢間歇忽

大忽小，尚未災情傳出，狀況良好。 

4. 公所宣佈下午 1400 大竹本部落開始

撤離至愛國埔分校、加京林活動中

心。 

大竹村富山部

落遷建自救會

長 

部落雨勢間歇忽大忽小，尚未災情傳

出，狀況良好。 

大鳥部落受災

戶自救會  

頭目 

公所宣佈下午1400大鳥部落開始撤離至

大武國中。(公所預估晚上雨勢600毫米) 

台東/達仁 
安朔村長 部落雨勢間歇忽大忽小，尚未災情傳

出，狀況良好。 

台東/海端 

海端鄉公所秘

書 

雨勢大，道路仍有零星落石，尚未災情

傳出。 

利稻村長 4. 台 20 線利稻前往向陽道路仍有零星

落石。 

1. 部落雨勢不大，尚未災情傳出，狀況

良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