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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里(社區)代表 聯繫結果 

高雄/那瑪夏 

南沙魯里長 該里未撤離居民約 50~60 人於當地

避難屋避災，目前存量、油料尚足，

但希望儲備料可再增加。 

瑪雅里長 該里居民約 280 人目前安置於當地

民權國小，物資尚足，希望聯外道路

盡快搶通。 

達卡努瓦里長 該里居民約 744 人皆在家裡，目前自

來水設施受損、約 20 戶電力中斷，

社區垃圾堆置有衛生問題、無網路無

法取得資訊。 

高雄/桃源 

桃源區長 目前勤和里以上道路受損較嚴重，主

要為電力及飲用水源受損待修復，另

寶山里約 12 戶留置部落，其餘皆已

撤離，目前藤枝林道 18K 處崩塌道路

封閉，待雨勢減緩才能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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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訊中斷。 

拉芙蘭里長 無法取得聯繫，經電洽顏區長該里目

前主要狀況為電力中斷，並無其他新

災情發生。 

復興里長 無法取得聯繫，經電洽顏區長該里目

前主要狀況為電力中斷，並無其他新

災情發生。 

勤和里長 該里有 42 位居民留置部落，尚未有

狀況。 

建山里長 無法聯繫，經電洽顏區長該里並無其

他新災情發生。 

桃源里長 無法聯繫，經電洽顏區長該里並無其

他新災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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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雨勢

減小後由公路局清除，目前存糧尚

足，水源使用雨水。 

寶山里長 無法聯繫。經電洽顏區長該里約 12

戶留置部落，其餘皆已撤離，並無其

他新災情發生，目前藤枝林道 18K 處

崩塌道路封閉，待雨勢減緩才能搶

修。 

高雄/茂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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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聯繫，經電洽區公所災防中心林

小姐(07-6801045~16)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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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 132 線道路 0k+300~400 處，

原搶通便道旁邊坡土石崩塌，因溪水

暴漲，目前仍待搶修中。 

茂林理事長 

萬山理事長 

多納理事長 

無法聯繫，經電洽區公所災防中心林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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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溪水暴漲，

目前仍待搶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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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平安無重大災情，原鄉公墓全遭

大雨沖走。 

大武村村長 目前大武村 (23位村民)撤離至隘寮

營區安置，人員平安。 

阿禮村村長 人員平安無重大災情 

佳暮村村長 目前人員(9位村民)全數撤離至隘寮

營區安置，人員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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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平安。 

好茶理事長 人員平安 

佳暮理事長 目前人員(9位村民)全數撤離至隘寮

營區安置，人員平安。 

吉露理事長 目前約一百多位村民全數撤離至長

治百合基地安置，人員平安。 

伊拉(谷川)理

事長 

伊拉便橋預警性封橋，約有 6位村民

依親，人員平安。 

屏東/三地門 

三地門鄉長 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大社村村長 

大社村幹事 

大社理事長 

撤離村民到禮納里基地依親，人員平

安。 

德文村村長 目前原鄉停電，道路有部份坍方，

6/19 已撤離村民到三地門體育館安

置，約有 102 位村民(包含 6/10 水災

安置)，部份村民依親，下午時段開

放村民返鄉。 

達來村村長 6/19 已撤離村民到三地門體育館安

置，有 150 位村民(包含 6/10 水災安

置)，部份村民依親，下午時段開放

村民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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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平安無重大災情 

瑪家理事長 人員平安無重大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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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來義應變中心表示原鄉道路

有凹陷及零星落石外，並因來義村為

安全災區尚路口設置管制哨管制上

山人數以確實掌握居民出入外，該鄉

尚無任何損害，鄉民一切平安。 



來義村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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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縣府已將來義為防災三級區

域，目前回來義路口處已設置管制哨

管控上山人數，該村尚無損害，居民

一切平安。 

丹林村村長 惟古義(小丹林)5-6鄰撤至新來義活

動中心，其丹林村仍停留原鄉，如雨

勢大村長將撤離河川旁居民至新來

義活動中心，目前一切安全 

6/21 日縣府已解除來義為防災三級

區域，村民已陸續回部落，該村尚無

損害，居民一切平安。 

義林村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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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手機忙線中 

義林理事長 撤離至新來義活動中心及親戚家，目

前一切平安 

6/21 日村民已陸續回部落，該村尚

無損害，居民一切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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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劉總幹事表示目前農害較嚴

重(農鬚菜)、農路尚無法順利通行

(河床漲高)，目前居民一切平安。 

丹林理事長 如丹林村。 

6/21 日縣府已解除，村民已陸續回

部落，該村尚無損害，居民一切平

安。 

喜樂發發吾理

事長 

目前一切平安。 

6/21日縣政府於6/21日早上已將來

義防災降為 3級區域，目前村民陸續

回原居住地，惟回來義路口設置管制

哨管控回聚落人數，該村尚無損害，

居民一切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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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因承辦人員辦理調解會尚無

法給予最新資訊，惟已知高士上部落

已回原居住地，並無任何損害，人員

一切平安。 

高士村村長 6/20 日 11 時高士上部落居民撤離

中，目前一切平安。 

6/21 日高士上部落居民已回原居住

地，尚無損害，並居民一切平安。 

石門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6/21 日手機無法接通。 

高士社區發展

協會 

6/21 日張秘書長表示高士上部落居

民已回原居住地，尚無損害，居民一

切平安。 

屏東/高樹 

新豐村村長 目前一切平安 

6/21 日農田、道路尚無損害，並居

民一切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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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日應變中心表示昨擔憂之台 17

線橋墩問題尚無任何災害，農漁業也

無傳出災害，人員一切平安。 

林邊鄉鄉民代

表會主席 

目前一切平安 

6/21 日不在家中。 

屏東/佳冬 

佳冬鄉長 6/21 日農業科表示漁業尚無任何災

損，一切平安。 

佳冬鄉鄉名代

表 

目前一切均平安。 

6/21 日手機沒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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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線龍美往山美路段3K處坍方

目前單向通車，11K 處坍方中斷

通行，目前正全力搶修中。 

里佳村理事 1. 往里佳路段櫻花溪、達邦橋路段

部分管制進出。 

2. 村中狀況良好無異狀。 

達邦村理事長 部分路段有落石，村內狀況良好，不

受影響 

樂野村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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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場附近有土

石流，約 100 公尺，道路坍方嚴

重，無法通行，目前已在處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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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內無狀況，居民平安 

山美村長 村內無狀況，居民平安。道路嘉 129 

10K 處，於昨晚崩塌中斷。 

新美村長 村內無狀況，居民平安。第 2、3鄰

目前停電中，簡易自來水混濁。道路

嘉 129 17K+400 處中斷，20K+800 單

線通車。 

茶山村長 村內無狀況，居民平安，原撤離居

民，陸續回到家中。 

嘉義/梅山 

生活重建中心

主任 

1.149 甲線太和往瑞里施工路段，因

有大量土石無法通行。 

2.太和往草嶺路段土石崩落無法通

行(隧道附近) 

3.村內大致上無異狀，部分路樹倒

塌，小土石堆積，尚可通行。 

南投/信義 信義鄉鄉長 電話無人接聽 



東埔村長 部落人員平安,有產業道路有落石，

目前已經沒有下雨了  

明德村長 未有重大事件，一切正常，雨勢已停 

東埔社區發展

協會理事長 

東浦一鄰產業道路（沙里仙溪附近）

有落石 

東埔旅遊促進

發展協會理事

長 

未有重大事件，一切正常，雨勢已停 

台東/太麻里 

泰和村長 手機訊號不佳，未聯繫上。(村長) 

香蘭村長 雨勢已趨緩，無重大災情傳出。 

金崙村長 

昨(20)晚雨勢較大，造成椰子樹倒

塌、電線扯斷致部落電力中斷，目前

電力公司搶修中。 

多良村長 

目前雨勢已趨緩，自(19)日晚上開始

間歇性雨勢，截至今(20)日晚止，共

計累計雨量 190 毫米。 

泰和村長 手機訊號不佳，未聯繫上。(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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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勢已趨緩，無重大災情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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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未接通。(村長) 

目前雨勢趨緩(零星小雨)，安置村民

已於今(21)上午 06:00-07:40 陸續

由安置所回至原部落，共計昨(20)

日安置大竹村民計 76 人。 

大鳥村長 

目前雨勢趨緩，安置村民已於今(21)

上午 06:00-07:40 陸續由安置所回

至原部落，共計昨(20)日安置大鳥村

民近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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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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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雨勢趨緩，僅部落往梅園方向之

產業道路部分坍方，聯外道路影響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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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雨勢趨緩(小雨)，台 20 線利稻

前往向陽道路仍有零星落石，利稻橋

維持通行，聯外道路影響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