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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里(社區)代表 聯繫狀況 

高雄/那瑪夏 

 

那瑪夏區長 目前仍下大雨，部落部分居民已至避

難所避難，尚無其他狀況。  

南沙魯里長 目前仍下大雨，居民皆於家中，尚無

狀況。 

瑪雅里長 10:47 未接電話 

達卡努瓦里長 10:55 轉語音信箱 

高雄/桃源 

 

桃源區長 目前桃源地區有間接性大雨，除部分

居民已撤離外，尚未有狀況發生，區

公所仍會持續掌控轄內各地區狀況。 

梅山里長 10:36 轉語音信箱 

拉芙蘭里長 目前尚未有狀況，大部分居民已下山

依親，少數在部落。 

復興里長 目前尚無狀況，感謝關心。 

勤和里長 目前已撤離 76 位居民至勤和平台，雨

勢較小，尚無其他狀況，感謝關心。 

建山里長 目前尚未有狀況，感謝關心。 

桃源里長 10:29 未接電話 

高中里長 1.台 20 線 84K 坍方，已有施工單位現

場處理，另高中里 1、6 鄰 20 位居民

昨晚已撤至社區活動中心安置。 

2.賴里長希望政府能於部落活動中心

設置就近避難所需烹煮、盥洗等民生

設備，減少政府利用直升機運送居民

所需資源，亦降低居民奔波勞累。 

寶山里長 目前尚未有狀況，二集團、寶山部落

約 20 位居民在部落未撤離。 

高雄/茂林 

茂林區長 10:41 轉語音信箱，電洽區公所災防

中心(07-6801045)表示，目前尚未有

狀況，多納里有 1 名洗腎及 1 名孕婦

已先行下山。 

茂林里長 目前尚未有狀況，感謝關心。 

萬山里長 萬山里 1~5 鄰約 104 位居民撤至鳳山

區農會茂林辦事處預警性安置。 

多納里長 10:05 未接電話 

屏東/霧台 
霧台鄉長 目前風雨已停，8/27 伊拉便橋已暢

通，大武溪底便橋被沖毀，人員一切



平安。 

好茶村長 目前風雨已停，無災害發生， 

人員一切平安。 

阿禮村長 (電話轉語音 09:39) 

佳暮村長 (電話無接聽 09:41) 

吉露村長 (電話轉語音 09:42) 

大武村長 大武溪底便橋被沖毀， 8/22 已撤離

25 位村民至隘寮營區安置及部份依

親，目前風雨已停，人員一切平安。 

好茶理事長 (電話無接聽 09:45) 

佳暮理事長 (電話無接聽 09:46) 

吉露理事長 目前風雨已停，無災害發生， 

人員一切平安。 

屏東/三地門 

三地門鄉長 

目前有部份雨勢，8/27 下午兩點已進

行大社、德文、達來部落撤離，人員

目前均平安。 

大社村長 (電話無接聽 09:51) 

大社村幹事 (電話無接聽 09:52) 

德文村長 

8/27 下午兩點已將村民全數撤離至三

地門體育館安置及部份依親(撤離人

數約 94 位)，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達來村長 

8/27 下午兩點已將村民全數撤離至三

地門體育館安置及部份依親(撤離人

數約 123 位)，目前人員一切平安。 

大社理事長 (電話轉語音 09:57) 

屏東/瑪家 

瑪家鄉長 (電話無接聽 10:08) 

瑪家村村長 目前無風雨，無災害發生，人員一切

平安。 

北葉村村長 目前有部份雨勢，無災害發生，人員

一切平安。 

瑪家理事長 (電話無接聽 10:07) 

屏東/泰武 

泰武鄉長 目前風雨已停，無災害發生，人員一

切平安。 

泰武村長 目前風雨已停，無災害發生，人員一

切平安。 

泰武理事長 目前風雨已停，無災害發生，人員一

切平安。 

屏東/來義 

來義鄉長  

來義村長 8/27 日 19:30 部分居民依親、撤離至

新來義部落活動中心；目前風雨小，



尚無災情，人員一切平安。 

丹林村長 (電話關機中) 

義林村長 8/27 日 19:30 部分居民依親、撤離至

新來義部落活動中心；瓦魯斯溪因河

床未疏濬，尚水位較高(溪床位大後、

佳興交會處)目前風雨小，尚無災情，

人員一切平安。 

義林理事長 永久屋基地目前風雨小，尚無災情。 

大後理事長 8/27 日 19:30 部分居民依親、撤離至

新來義部落活動中心；目前風雨小，

尚無災情，人員一切平安。 

喜樂發發吾理

事長 

目前風雨小，尚無災情，人員一切平

安。 

屏東/牡丹 

牡丹鄉長 8/28 日鄉公所應變中心第 4 鄰村撤

離 22 位至牡林分校；牡丹村 18 位至

鄉辦公室；高士村 21 位至高士國小。 

目前風雨大，並199線20k處(佳德谷)

土石坍崩中，尚無災情，人員平安。 

高士村長 (電話關機中) 

8/27 日 16:00 第 1.2 鄰撤至高士國小

(據昨日 e-mail 通知) 

石門村長 目前風雨小，尚無災情，人員一切平

安。 

高士社區發展

協會 

(電話無人接聽) 

屏東/高樹 
新豐村長 目前無風雨，尚無災情，人員一切平

安。 

屏東/林邊 
林邊鄉鄉民代

表會主席 

(電話無人接聽) 

屏東/佳冬 

佳冬鄉鄉名代

表 

(電話關機中) 

 

屏東漁業發展

協會理事長 

目前無風雨，尚無災情；養殖區道路 

尚早淹至腳踝，已借抽水馬達清除中。 

嘉義/阿里山

鄉 

阿里山鄉長 目前狀況良好並無災情傳出 

里佳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達邦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樂野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來吉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豐山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山美村長 達娜伊谷園區及村落一切平安，無太



大影響。 

新美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茶山村長 村落平安，均無大礙 

嘉義/梅山 梅山鄉公所 目前狀況良好並無災情傳出 

南投/信義 

東埔村長 目前雨量小，人員一切平安 

明德村長 目前雨量小，人員一切平安 

東埔社區發展

協會理事長 

目前毛毛雨，人員一切平安 

東埔旅遊促進

發展協會理事

長 

10:15-電話無人接聽 

知本溫泉 
知本溫泉觀光

促進會理事長

今(28)日天氣狀況良好(無風雨)，昨

(27)日 22 時擔心知本溪水位高漲，知

本溫泉橋預警性封閉，今(28)日 7

時 30 分已開放通行，人員(含遊

客)一切平安。 

台東/太麻里 

泰和村長 太麻里溪鋼便橋預警性封閉中，今

(28)日仍持續大雨中，先前蘇拉、天

秤颱風(第一次)造部分招牌、樹枝及

屋頂瓦礫倒塌尚未修復完成，部落住

民目前搶修中。 

金崙村長 

凌晨 5、6 點起風雨已趨緩，目前部落

電力仍中斷中，原撤離居民已返回家

中(富山部落 20 幾戶、賓茂社區 11 戶

及紅橋附近 5 戶)。 

多良向陽薪傳

木工坊經理

(原愛工坊協

會)  

太麻里溪鋼便橋預警性封閉，今(28)

日風雨勢已趨緩(毛毛雨)，部分道路

落石坍方，部落樹木倒塌、房舍屋頂

損毀搶修中。 

香蘭村長 

太麻里溪鋼便橋預警性封閉，今(28)

日風雨勢已趨緩(毛毛雨)，台九線部

分道路落石坍方，部落樹木倒塌、水

溝堵塞，目前恢復中。 

台東/金峰 嘉蘭村長 

今(28)日雨勢漸緩(毛毛雨)，拉冷冷

往新富部落連絡道便橋預警性封

閉，人員一切平安。 

台東/海端 

利稻村長 目前利稻部落雨勢間歇性 (忽大忽

小)，台 20 線利稻往霧鹿及嘉寶隧

道，昨(27)日大雨後道路中斷，



目前搶修中，另農作物損毀部分

調查中尚未確認。 

台東/大武 

大竹村長 手機未開機(10:09，10:27)  

大竹部落自救

會會長 

手機無人接聽(10:17) 

大武鄉公所鄉

長室 

無人接聽(10:22) 

大武秘書 秘書表示，目前大竹村撤村(大竹部落

約 20 人，愛國部落 20 人)，愛國埔撤

到大鳥國小分校安置，大竹撤離到大

武活動中心安置，人員一切平安，聯

外道路目前還可以通行(10:24) 

大鳥村長 村長表示，目前人員一切平安，無災

情傳出。(10:11) 

台東/達仁 
安朔村長 村長表示，目前無災情，人員一切平

安。(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