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經驗傳承系列座談
原住民部落重建-原鄉產業

農業重建

簡報單位：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前言

• 2009年8月8日，挾帶大量降雨的莫拉克颱
風侵襲台灣，接連三天在台灣中南部降下
高達2,800多公釐的雨量，造成山崩、土石
流、淹水等嚴重災情，原住民族地區(信義
鄉及仁愛鄉)佔災區相當大比例。



前言

• 南投縣農業及觀光為主，故風災影響甚劇
。經召集信義鄉及仁愛鄉公所及農會共同
研商，結果以復甦農業為主，故訂定三年
重建規劃先以農業基礎建設為主，再以產
業行銷輔導，藉由循序漸進以儘速達到回
覆原本經濟水準暨創造更大效益。



二、辦理地點
 辦理地點：

南投縣2個原鄉---仁愛鄉、信義鄉



遭遇困難



• 從何處開始建設?
• 優先順序?

• 密集召開兩鄉統合會議，召集公所及農會
共同研商



重建過程



蔬菜第二十班 果樹第十三班

果樹第六班 蔬菜第四班 蔬菜第八班

農業及農機設施



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1)辦理時間：100年12月3、4日
(2)辦理地點：台北市政府街舞區，24原住民攤商

參與展售



農業農產加工及文化創意人才培訓
(1)辦理狀況：

1.仁愛鄉茶葉經營人力進階培育計畫

辦理時間：100年11月14日至11月18日招收學員29名，上課

時數44小時。

2.信義鄉濁水溪線農業人才培訓計畫

辦理時間：100年10月5日及10月13、14日及花蓮參訪1式，

招收50名學員。

茶葉經營人力進階班 濁水溪線農業人才培訓 花蓮龍鬚菜專區參訪



部落農產品品牌設計及包裝改善

(1)計畫執行期間：100年8月17日至

101年1月13日

(2)辦理情形：改善包裝5式，印

製包裝盒11式(含100年度經濟

產業發展計畫6式)，各2000

份，5式SGS及營養素檢驗

刺蔥粉 多洛米馬告泡菜

春小米 高山烏龍茶 明日葉



產銷班網際網路建置

(1)主要內容：
第一層：官方網站（仁愛公所官網）
第二層：購物商城入口網站
第三層：其他縣市農特產銷班網站連結

(2)輔導對象：以仁愛鄉公所輔導之產銷班班員
為對象，其他登記在案之產銷班次之，計65名。



結合霧社文化祭觀光活動開發紀念商品



產業輔導行銷-部落假日市集

•為推廣南投縣原住民部落之健康農業形象，與在地文化，
提升原住民部落之人氣及能見度，並使原鄉部落經濟提升
，本局於南投縣仁愛鄉原鄉驛站廣場辦理「假日部落市集
」，102年整年度之每逢假日均有設置攤位，讓民眾均能
至此體驗原民之風味。本市集結合了高山農特產品、手工
藝、原鄉風味熟食，以呈現原鄉特色商品，使民眾了解原
鄉商品及手工藝之美。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元)

1 農業產銷班灌溉設施 800,000 

2 辦理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500,000 

3 農業資材及農產加工設備 400,000 

4 農業及農機設施 1,300,000 

5 農業及農產加工產銷及文化創意人才培訓 700,000 

6 原住民部落耆老培訓計畫 300,000 

總 計 4,000,000

99年計畫一覽



99年執行效益分析
執行計畫 執行效益

農業產銷班灌溉設施
經營面積(公頃) 113.48 淨收益

97 98(A) 99(B)
4288萬 2783萬 4100萬

辦理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原住民20攤商參展， 總收入116萬6,400元 ，效益2.33倍〈1,166,400
除以500,000〉

農業資材及農產加工設備

一、第六、七班平均每分地提升收益3萬元。
二、耕地面積每戶以5分計算，每戶收益增加15萬。

三、受益戶數計82戶〈第6班班員35人、第7班47人，每人1戶〉，總收
益增加12300000元。

四、改善提供班員更良好相互交流地點。

五、三班原2人可從事3分地，機械化後每2人可從事6分地，工作效率提
升1倍。

農業及農機設施

農業及農產加工產銷及文
化創意人才培訓

一、挑選高麗菜乾作為特色產品，研發製作方法並產製1000份產品原料

二、品牌設計、包裝設計及量產1000份

原住民部落耆老培訓計畫

一、學習祖先的智慧與技藝，振興傳統原住民工藝特色與產業，並為產
業發掘優秀新人才，培養籐編種子教師。

二、順利完成耆老技藝傳承課程 50名

提供就業技能人數 39名

新增就業人數 7名以上

預估技能增加家庭收入 7名×5萬×1年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元)

1 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500,000 

2 農業及農機設施 1,134,500 

3 農業資材及農產加工設備 200,000 

4 改善農業產銷班公共設備經營環境 582,697 

5 農業及農產加工文化創意人才培訓 628,285 

6 部落農業品牌設計及包裝盒改善 500,000 

總 計 3,545,482

100年計畫一覽



100年計畫執行效益分析
執行計畫 執行效益

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原住民24攤商參展， 總收入53萬6,500元 ，效益1.08倍〈536,500除以
500,000〉

農業及農機設施 1.受益戶數124戶，每戶5人，計620人受益

2.總收益增加約11,160,000元整。（運用農機生產後節省人工成本，並

提高品質，每戶平均耕地面積3分地，每分地平均收益提升約 30,000

元）。

3.農業機械化改善了原住民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並降低生產成本，提

升農產品品質及農民收益，有改善原住民農村經濟。

農業資材及加工設備

集貨場設施改善 花卉產出每年達5萬把，101年收益達450萬元

農業及農產加工文化創
意人才培訓

1.濁水溪線農業人才培訓班受益人數250人(總計50戶，每戶5人)，農產
品經吉園圃認證後每公斤價格提高5元(未認證前每公斤40元，認證後每
公斤45元)，提升收益約250萬〈每戶每年採收1萬公斤，50戶)。
2.茶葉經營人力培訓計畫提高農民收益每公頃12萬，增加銷售量15%

部落農業品牌設計及包
裝盒改善

建立部落農業品牌5式並印製包裝盒11式各2,000份，相關農產加工品並
納入新增需求計畫推廣行銷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元)

1 結合霧社文化季觀光活動開發紀念商品 385,000

2 農特產業展售行銷活動 500,000

3 產銷班網際網路建置 377,720

4 原住民部落木工技術及環境景觀設計人才
培訓

382,445

5 農業、農產加工、文化創意人才培訓 483,368

總 計 2,128,533

101年計畫一覽



101年計畫執行效益分析
執行計畫 執行效益

結合霧社文化季觀光活動
開發紀念商品

委外發包製作南投縣仁愛鄉各族群(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擺夷
族)公仔，各族群共350組，共計1400組。配合南投縣仁愛鄉文化觀光活
動作為促銷產品吸引外地遊客參加，提昇觀光人潮，帶動地方商家消費
。

農特產業展售行銷活動
原住民31攤商參展， 總收入119萬8,700元 ，效益2.4倍〈1,198,700除
以500,000〉

產銷班網際網路建置

網站資訊：南投縣仁愛鄉產銷班官網http://www.nantou-market.com

目前已陸續使用產銷班班別為仁愛鄉公所輔導之農業產銷班：

互新青梅產銷班、賽德克茶葉產銷班、稻米產銷班將各字產銷班資訊、
特色及相關活動於本網站登錄。仁愛鄉公所另登載全國農產業活動訊息
，公告週知。

原住民部落木工技術及環
境景觀設計人才培訓

一、受益人數：男性約500人，婦女約200人，合計約 700 人。

二、可創造就業人數：男性約200人，婦女約250人，合計約450人。

三、部落生活品質提升滿意度比率：預計可上升4～6%                     

四、地方產業發展與各地特色結合，可創造新的產業發展，達到豐富地
方產業發展效果。

農業、農產加工、文化創
意人才培訓

1、提高農民收益100,000元/公頃/每人

2、增加銷售量10%

3、提升南投縣仁愛鄉茶業經營產銷班員產製技能，加速建構建構永續
經營之優質安全茶業供應鏈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元)

1 南投縣原鄉產業銷售輔導計畫 7,597,720

2 建國100年原住民族產業博覽會 561,000

3 原住民產業文化展示中心 220,000

4 集集驛站展售中心 197,800

總 計 8,576,520

101年新增需求計畫一覽



101年新增需求計畫執行效益分析
執行計畫 執行效益

南投縣原鄉產業銷售輔導
計畫

建國100年原住民族產業博
覽會

南投縣主題館是唯一有現場演出及DIY互動課程的攤位，參觀人潮十分
踴躍，亦為本次活動人氣最旺的攤位，成功打造民眾對南投縣原住民部
落的印象，並展示本縣重建區輔導之作品及包裝設計產品，對南投縣原
住民族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原住民產業文化展示中心 增設本府原住民展示中心內展示架及展示櫃，使其展示內容更為豐富，
收藏量更為增加。

集集驛站展售中心 集集驛站原鄉工坊於101年元月份開業，惟因營業額不如預期，經考量
予以撤場，另評估預計遷移置仁愛鄉原鄉驛站，未來將與仁愛鄉農會共
同經營。

產業輔導 

原鄉產業輔導 1 式 
課程研習班 3 式 
辦理農特產展售行銷活動 3 場次 
設置原住民手工藝及加工品販售通路 2 式 
開拓原鄉蔬果配送通路 1 式 

產業行銷 

文宣品設計

製作 
宣傳摺頁 60,000 份 
套裝旅遊行程護照 8,000 冊 

規劃原鄉套裝旅遊行程 1 式 
套裝旅遊紀念商品 2,000 份 
旅行業者踩線團 1 式 

原鄉套裝旅

遊宣傳 

辦理原鄉套裝旅遊記者會 1 式 
電子媒體廣告宣傳 2 式 
辦理原鄉套裝旅遊活動專屬網頁 1 式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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