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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重建區『天兔颱風』9 月 21 日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情形表 

縣 市 疏散撤離之鄉鎮市區 小計 收容安置地點 小計 

嘉義縣 

番路鄉 10 人(大湖村) 

阿里山鄉 234 人(來吉

村) 

2 鄉 244 人 幸福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 1 人(番路鄉) 

阿里山鄉災變避護所

75 人(來吉村) 

2 處 76 人 

屏東縣 

滿州鄉 80人(長樂村 79

人、永靖村 1 人) 

牡丹鄉 27人(高士村 23

人、四林村 4 人) 

枋寮鄉 45人(隆山村 45

人) 

3 鄉 152 人 滿州鄉 80人(長樂國小

79 人、元和山莊 1 人) 

牡丹鄉 27人(高士國小

23 人、高士國小牡林

分校 4 人) 

枋寮鄉 45人(枋寮醫院

18 人、南區老人之家

27 人) 

6 處 152

人 

臺東縣 

大武鄉 97人(大竹村 49

人、大鳥村 48 人) 

綠島鄉 4 人(南寮村) 

太麻里鄉 2 人(多良村) 

達仁鄉 11 人(拉哩吧) 

4 鄉 114 人 大武鄉 97 人(大武國

中) 

綠島鄉 4 人(南寮村辦

公室) 

太麻里鄉 2 人(馬蘭榮

家) 

達仁鄉 11人(拉哩吧活

動中心) 

4 處 1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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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 甲仙區 186 人(關山

里 57、和安里 19、

東安里 18、大田里

75、西安里 17) 

2. 杉林區23人(木梓里

8、集來里 15) 

3. 茂林區 2 人(萬山里

1、多納里 1) 

4. 桃源區 104 人(梅山

里 1、復興里 1、桃

源里 9、高中里 7、

建山里 2、勤和里

83、寶山里 1) 

5. 那瑪夏區17人(達卡

努瓦里 14、瑪雅里

1、南沙魯里 2) 

6. 旗山區30人(東平里

29、竹峰里 1) 

7. 六龜區 543 人(寶來

里 83、荖濃里 65、

新發里 105、興龍里

64、六龜里 3、中興

里 62、義寶里 7、文

武里 29、新興里 2、

大津里 122、新威里

1) 

7 區 905 人 甲仙區 6 人(元宋太祖

宮) 

杉林區 23 人(鎮安宮) 

桃源區 82 人(勤和平

台) 

燕巢區 15人(岡山榮民

之家) 

旗山區 4 人(內門萃文

佛恩養護院 1、旗山

區公所 3 樓中山堂

3) 

六龜區 67人(六龜社福

館 33、荖濃防災教

育中心 17、中興社

區活動中心 5、大津

登山活動中心 12) 

12 處 199

人 

合計 16 個(區、鄉、鎮、市）1415 人 24 處 541 人 

資料來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截至 0921 下午 3 時 00 分內政部民政司統計，行政

院重建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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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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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紅立新邨 無災情，感謝關心  

新信義之星 無災情，感謝關心  

神木社區 無災情，感謝關心  

雲林縣 東興社區 無災情，感謝關心  

嘉義縣 

日安社區 無災情，感謝關心  

日滿社區 無災情，感謝關心  

山美 saviki 無災情，感謝關心  

逐鹿 無災情，感謝關心  

高雄市 

大愛杉林 無災情，感謝關心  

五里埔 無災情，感謝關心  

樂樂段 無災情，感謝關心  

禮納里 無災情，感謝關心  

長治百合 無災情，感謝關心  

吾拉魯滋 無災情，感謝關心  



4 
 

新來義 無災情，感謝關心  

高士 無災情，感謝關心  

中間路 風大雨大，無災情。  

臺東縣 

德其段基地 風大雨大，尚無災情，感謝關心  

舊大武國小基地 
風大雨大，造成停電，部份永久屋

有漏水情形。 
 

嘉蘭第 2基地 風大雨大，造成停電，無災情。  

嘉蘭第 1基地(東側) 風大雨大，無災情。  

嘉蘭第 1基地(西側) 風大雨大，造成停電，無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