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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經驗傳承
系列座談會-「原住民族部落遷居」

莫拉克颱風勘災及安全評估

引言人：章簡任技正正文

主講人：行政院重建會家園重建處

劉敬宗副處長

日 期：103年2月21日



前言-1
• 莫拉克風災後，原民原居住地是否仍屬
於安全的居住，政府透過學者專家及有
關機關以科學的方法，辦理居住地安全
評估，提供重建之參據。

• 依法政府對災區的居民有責任，提供一
個更安全的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改善及
緊急應變機制之強化等），或進行適當
的安置（如：永久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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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劉兆玄院長於98年9月5日「研商重建區規
劃事宜會議」指示：災區居住安全性之鑑
定工作，請儘速於三週內完成，屆時速依
鑑定結果進行後續土地利用與安置。

•重建會陳振川副執行長在蔡勳雄執行長指
示下，於98年9月6日召開「研商部落原居
住地安全初步評估相關事宜會議」指示，
會中決議由原民會主政，邀集專家學者分
組進行現地勘查。

• 98年9月10日起原民會委託專家學者分批辦
理安全評估。



原居住地安全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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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評估作業(1/3)
項目 內容 備註

成員 由地質、土木、水利、結
構、營建等領域學者專家
組成。

組成12個評估小組

評估
項目

斷層、順向坡、沖積層、
岩盤等。

航照圖、地質資料
庫、土石流潛勢溪
流、崩塌分析圖

現勘
時間

於98年9月10日至9月19日，
分赴64個部落辦理現勘。

成果 於98年9月21日完成初步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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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評估作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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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鄉 村落

南投縣 信義鄉 不安全：神木

嘉義縣
阿里山

鄉
不安全：外來吉、內來吉、山美
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達邦、里佳、樂野、新美、特富野

高雄縣

那瑪夏
鄉、桃
源鄉、
茂林鄉

安全：復興、拉芙蘭、茂林、多納
不安全：南沙魯（民族）、馬雅（民權）、舊藤枝、新藤枝、

寶山村二集團、寶山、勤和、東莊、萬山
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達卡努瓦（民生）、梅山、四社、桃源

、建山、美蘭、高中、草水

屏東縣

霧台鄉
、牡丹
鄉、三
地門鄉
、泰武
鄉、來
義鄉

安全：佳興
不安全：阿禮、吉露、高士、中間路、德文、達來、大社、泰

武、義林、來義（西）、來義（東）、大後、丹林5鄰
、丹林6鄰

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伊拉、佳暮、大武

台東縣

達仁鄉
、大武
鄉、太
麻里鄉
、金峰
鄉

安全：新化、南田、台坂、壢坵、多良（大溪部落）
不安全：愛國埔、富山、大竹、大鳥、嘉蘭、泰和
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加津林、新興、土坂、金崙、香蘭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部落



屏東縣霧台鄉吉露部落



屏東縣霧台鄉新佳暮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部落

阿禮部落



高雄那瑪夏鄉南沙魯村



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東莊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

大武鄉大鳥部落

淹沒範圍

崩塌約8ha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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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部落

1 內來吉部落(不安全)
(河岸堆積、洪泛)外來吉部落(不安全)

(上邊坡土石流， 階地崖受河
流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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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吉部落(不安全)
(腹地有限，階地崖受河流侵蝕)2

嘉縣DF042

來吉大
橋
(已沖毀)

住家

住家

住家住家



評估為不安全部落，依據遷村推動原則
第1點規定，鑑定結果經與原住民族諮商
取得共識後，始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
居住或限期遷居、遷村。

– 對於劃定特定區域後，仍不願獲配「永久
屋」…且不願意離開原居住地者，…，不
會強制遷離。

– 同意接受政府安置，辦理遷居、遷村者，
…，並於取得住宅所有權或獲配永久屋之
日起3個月內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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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評估作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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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1/8)

(一)由原民會邀集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
、內 政部、縣政府、鄉公所、學者
專家及民間慈善團體等單位與人員
參加，與部落居民進行面對面溝通
與討論。

(二)於98年9月28日起至10月15日止，計

辦理23場次、64個部落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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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2/8)

98年10月5日-達來德文村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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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3/8)

98年10月10日-嘉義山美新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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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4/8)

-評估安全同意不遷村23個

-評估不安全同意遷村2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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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安全，同意不遷村 ：共23個
（一）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四社部落、復興村、建

山村、高中村、草水、梅蘭

（二）高雄縣茂林鄉：茂林村、多納村

（三）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里佳村、樂野村、達
邦村

（四）台東縣金峰鄉：壢坵、香蘭

（五）台東縣太麻里鄉：多良(大溪)、金崙(14鄰)

（六）台東縣達仁鄉：新化、南田、台坂、新興、土坂

（七）台東縣大武鄉：大竹加津林

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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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不安全，同意遷村：共22個
（一）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

（二）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中間路

（三）屏東縣來義鄉：義林、大後、丹林5鄰、丹林6鄰、
來義(西)、來義(東)

（四）屏東縣霧台鄉：吉露村

（五）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達來村

（六）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東莊

（七）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八）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九）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溫泉

（十）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愛國蒲、大竹富山、大竹、

大鳥

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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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複勘需求：共10個
（一）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

（二）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佳暮村

（三）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

（四）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梅山口)、二集團、樟山村
、阿奇巴

（五）嘉義縣阿里山鄉：內來吉、外來吉

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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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共識：共9個
（一）屏東縣霧台鄉：伊拉、阿禮村

（二）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新藤枝、舊藤枝

（三）高雄縣那瑪夏鄉：南沙魯（民族村）、馬雅（民
權村）、達卡努瓦（民生村）

（四）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

二、巡迴說明會辦理情形(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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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處理方式
說明會結果 處理方式

安全同意不遷村 進行道路復建、水電恢復、短
期就業、家園重整、校園整理、
部落週邊防護工程、 河川疏濬、
零星危險戶安置等就地整建。

不安全同意遷村 須劃定特定區域和勘查遷建地
點者，由地方政府、中央協調
整合與原居住者諮商取得共識。

提出複勘需求 由本會另行委託專家學者進行
安全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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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處理方式-複勘及初勘

•辦理時間：98年11月4日至98年11月26日。

•結果：

初勘 複勘

不安全 12 複勘與初評一致 20

安全 14 修正、補充初評結果 7

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 1

總計 27 總計 27



註：非原住民部落(神木、香蘭、豐山、泰和及十字)，移至經建會辦理。

評估結果 數量 備註

安全 27 大武(小山)、大武(東川)、佳興、新化、南田、台坂、壢坵、
多良、民生、復興、梅山、拉芙蘭、茂林、多納、古樓(古樓
社區)、古樓(中興社區)、獅子(中心崙)、丹路(伊屯)、竹坑村
、長樂(下分水嶺)、精英(平靜)、精英(平和)、合作(平生)、合
作(下靜觀)、茶山(3.4鄰)、舊潭、青山

安全（有條件） 4 美蘭、高中、草水、萬山(列入持續監測) 

安全/不安全 15 加津林、土坂、新興、金崙、四社、桃源、建山、達邦、特
富野、里佳、樂野、新美、山美、來吉(3.4.5鄰)、賜徳磊安(
南豐) 

合計 46

不安全 44 阿禮(上部落)、阿禮(下部落)、吉露、新佳暮、舊佳暮、谷川(
伊拉)、高士、中間路、達來、德文、大社、泰武、義林、來
義（東）、來義（西）、丹林5鄰、丹林6鄰、大後、大竹、
大鳥、富山、愛國埔、嘉蘭、民族、民權、寶山、二集團、
新滕枝、舊滕枝、梅山口、勤和、東莊、長樂(上分水嶺) 、
發祥(慈峰 )、力行 (大洋）、力行（新望洋)、新家陽、松茂
、翠巒、茶山(1鄰) 、來吉(1.2鄰)、樟山、阿其巴、瑪家

總計 90

四、安全評估結果(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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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評估結果(總)

行政院重建委員會

劃定特定區域參考

各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請其轉知部落，俾使族
人了解自身所處環境，
做為原地重建或遷建之
參考

安全評估結果



檢討與建議.
原居住地安全評估工作的定性

– 科學的定性，可以一再評估嗎？社會
學的定性，應邀請非科學家參與評估
嗎？將來應更嚴謹思考

複合型災害評估與處理的統合機制
– 莫拉克災後，重建會成立專案小組予
以處理協調，但將來類此巨大複合型
災後安全評估，中央機關應有統合機
制，應予重視。

非屬莫拉克災區，處於危險地區的原
民部落之後續協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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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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