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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基地
永續社區

報告人：行政院重建會
家園處劉敬宗副處長

中華民國10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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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情形

3

依據重建特別條例第2條、第5條、第20條第1項
尊重多元文化特色，保障社區參與。
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3條
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社會經濟組織、
資源利用、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重要原則：遷居（村）基地之勘選，考量「安全性」及
「地區性」
首先為「離災不離村」；次為「離村不離鄉」；最後
為「集體遷村至離鄉最近之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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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情形

災後劃定特定區域核定100處，安全堪虞地區核定61處，

已興建41處、3495戶永久屋 (約12,000人)，遷居安置議

題成為重建重心。

原住民遷至永久屋基地後，其戶籍是否遷移、原住民身份

及相關權利是否受影響等，應確保原住民原有權益。

遷居永久屋後，衍生相關生活、生計、就業等問題，居民

急需心靈重建、培力訓練等資源挹注，協助恢復生活。

部落之族群網絡、文化保存、原鄉地景等都亟待恢復重建。

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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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情形
各縣市永久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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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宗教力量協助民眾適應環境，平復心靈，預留宗教設施
用地，興建46處宗教設施。

為服務居民生活上之需求，興建永久屋基地內公共設施計50件。

貳、執行成效
一、生活面向—生活所需公共設施



高雄杉林重建中心 屏東來義重建中心

內政部於主要受災地區委託民間團體設置生活重建中心，提供

災民心理、就學、就業、福利、生活及轉介等六大面向之服務

已成立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41處聯絡站，提供80萬7,545
人次照顧與服務

貳、執行成效

一、生活面向--生活重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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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心靈耕地
提供約18公頃土地交由
部落或管委會分配居民耕
作，近期亦陸續採收，居
民藉親近土地重拾生活重
心，達到心靈療癒作用。

截至101年2月底止
累計出勤11,759人次
提供民眾關懷服務64,889人次
追蹤高風險個案1,789人
個別心理諮商與輔導 6,945人
辦理心理教育訓練相關活動1169
場次

貳、執行成效

一、生活面向--心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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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面向
—原鄉文化重建及家屋建築語彙

推動原鄉文化重建，重塑受災地區原住民及永久屋安置
基地原住民傳統文化特色。
為強化永久屋文化特色，補助原住民住戶，每戶新臺幣

10萬元，總計1,960戶，辦理家屋外觀文化圖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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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裝飾成果-屏東禮納里

屏東禮納里部落-裝飾前

家屋裝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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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面向--文化公共設施

小林紀念公園
12

南沙魯土石流文化園區 平埔文化園區

新開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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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持部落完整性，由部落自行決定是否遷村及遷村地點，
以延續原有部落文化。

三、族群面向—考量族群及部落完整性

為保留原住民既有權益，不受遷居影響。
對於戶籍及永久屋門牌編釘問題，尊重地方政府採取行政
權延伸之作法。

以族群規劃永久屋社區

行政權延伸（戶籍議題）

集體遷村(部落完整性)

為確保族群的既有關係，以族群或村落來規劃永久屋位置
。以強化其原本之社會網絡，更快的融入新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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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一位遷居者之自主意願。
安全前提下，依「離災不離村、離村不離鄉、離鄉最
近地方」安置。

 已興建永久屋基地43處

離災不離村 15處
離村不離鄉 9處
離鄉最近地方 19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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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面向—尊重自主意願



三、族群面向—在永久屋舉辦文化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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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資源進行學生課輔、幼稚園及幼托，與設置圖書室等工
作，亦協調民間團體辦理圖書館整建工作。

四、就學面向—校園及圖書館整建

莫拉克災後因自然環境破壞，原校址已不安全，故需易地重建
類型，並考量民眾遷居遷村意願，而另覓安全校地，計重建16
所校園。
所有學生災後均已安排至適當地點上課，不影響受教權益

校園重建

兒童輔導及圖書館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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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民權國小
高腳屋的形式,利於通風換氣；風力發電、太陽能熱水器等
。

高雄大愛民族國小
採鋼骨結構、綠建築概念興建；族群融合意涵之筆柱座鐘。

四、就學面向—校園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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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造面向—社區關懷

18

重建區的嘉義山美村、逐鹿社區、高雄大愛園區及屏東吾拉
魯滋部落等永久屋社區，同步舉辦老人日間關懷站揭牌儀式
活動，以建立友善的照顧環境，使社區照顧服務永續自主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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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造面向—社區活動

吾拉魯滋部落草地音樂會

神木社區辦理兒少運動潛能開發夏令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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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造面向—社區評比
鼓勵莫拉克颱風災後環境及空間營造、社區組織與人才培力
，透過永久屋社區參與評比方式，挑選出具優質與卓越之新
興社區，並對努力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之意見領袖或社區幹部
，給予獎勵。
受推薦的總計高達68件之多，獎項為『社區組織獎』、『環
境與空間營造獎』、『社區貢獻獎』等獎項35位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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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
提供農耕用地、農地回填等，以協助農業再發展。並配合
「永齡有機農業專區」，輔導災民就業及學習新技術。

就業輔導
「八八零工專案」提供13,940個工作機會，230,623人次上
工；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工專案」提供21,064個工作機會
，19,862人上工；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獎勵」推介313人，求才廠商僱
用181人；
「立即上工計畫」則協助373人就業。
在各永久屋基地也開辦職訓、就業媒合博覽會，加強居民
的就業能力及就業機會。

六、就業面向—農業及就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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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杉林大愛永久屋基地旁，開闢約55公頃的永齡有機農
場，總計6年投入5億元經費，開發為有機生產、有機生
活、有機生態的三生園區。
杉林大愛永久屋的居民，，可習得完整的有機栽種技術
及行銷管理方法，學成後可自組合作農場或自行創業。
租用耕地--地方政府善款及民間捐助支應租用農地71.6
公頃，永久屋基地居民耕作。

六、就業面向—永齡專區、租用耕地



堤岸復建與疏濬工程 農地回填492公頃

台南善化-稻米 臺東太麻里重劃區屏東高樹-火龍果

復耕地區 面積

南投明德地區 22公頃

台南善化地區 155公頃

屏東高樹地區 50公頃

臺東太麻里溪地區 215公頃

臺東縣鹿野鄉和平段 20公頃

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段 30公頃

協調經濟部水利署進行疏濬、堤
防或護岸興建工程時，逕以疏濬
土石填復。
協調農委會及地方政府進行農地
回填地區之農路及水路興建。

六、就業面向—疏濬及農地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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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業面向—耀動計畫、及產業輔導

耀動計畫
重建延長2年期間積極推動耀動計畫，以產業、就業、文
化及生活照顧等四個主要面向，協助重建區居民生計產業
之發展。

輔導產業發展及行銷宣傳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永久屋基地產業與文化資源整合發
展計畫」協助部落陶珠班人才培訓、生態旅遊行銷；
屏東縣泰武鄉「春陽升起，武出希望」計畫，協助泰武咖
啡節等系列活動，協助泰武咖啡行銷；
禮納里部落「原物再生―幸福加值計畫」，協助原民特色
農產品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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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旅遊相關業者成立「莫拉克重建區
旅遊推廣中心」。
規劃重建區7縣市、23條產業旅遊套裝
行程，100年10月6日發行30萬份莫拉
克重建區旅遊手冊。
另於102年改版規劃15條套裝的精緻旅
遊路線，發行「莫拉克重建區旅遊手冊
」30萬份。
拍攝「重建區旅遊宣傳短片」
公布「補助旅行業推廣莫拉克重建區旅
遊實施要點」鼓勵旅遊業者組團至莫拉
克重建區觀光旅遊。
規劃國內六大旅展設置「莫拉克重建區
精華旅遊區」提供旅遊行程推廣使用。

25

七、產業面向—推動重建區觀光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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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遭遇之重大困難、創新突破作為

一、困難

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所必須之公共設施，其項目、規模

、實施範圍及經費來源。

永續社區公共設施涉及永久屋基地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

莫拉克重建工作將於103年8月29日結束，政府及NOG
團體的資源，亦將陸續撤出，社區如何永續發展，居民

生活、生計等問題，將是各基地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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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遭遇之重大困難、創新突破作為

二、創新突破

於99年10月1日提出「彩虹永續社區, Rainbow Sustainable 
Community」的概念，建構未來社區自主發展的永續藍圖。

於100年10月28日啟動永久屋基地卜拉米【Pulami】專案，
成立專案小組，盤點並整合現階段各基地需求及亟待解決事
項。

於重建延長2年期間（101年8月至103年8月），以「耀動計
畫」串聯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資源，促進永久屋社區與重建區
產業就業，讓重建區居民得到更完整及更妥適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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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遭遇之重大困難、創新突破作為

二、創新突破

內政部
檢討「莫拉克颱風災後長期安置住宅計畫（公共設施部分）
補助執行要點」，儘量滿足各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發展所需
之基本功能設施。

原民會
於100年7月18日函頒補助執行原則，補助永久屋基地範圍之
基礎公共設施，以及其它建構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及文化傳
承之必要性公共設施。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提出發展計畫與設施需求，爭取預算協助，並檢討

永久屋基地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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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遷村重建規劃方式

甄選專業團隊、由下而上規劃：尊重民意方式規劃，並考
量族群融合、文化、宗教信仰等，滿足其公共設施及就業
、就學等需求，建構安全及節能減碳的優質生活環境。

社區組織重建，強化社區凝聚力：成立社區重建工作站，
討論災後需求及未來願景，參與社區重建規劃，辦理社區
重建成功案例經驗交流分享，並協助社區整合跨部會資源

鼓勵企業參與認養遷村地點等指導原則，推動各永久屋基
地永續社區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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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永久屋所有權議題

依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贈與之住
宅除繼承外，受贈者不得處分（包括不得出售、出典、贈
與或交換）、出租或設定負擔。」

永久屋住戶若違反規定，經查明屬實者，縣市政府應收回
住宅，並終止受贈者及其繼承人坐落住宅之土地使用權。

請地方政府持續加強查核，避免民眾存有僥倖心態，仍居
住於危險地區，對於違反永久屋贈與契約之民眾，應取消
入住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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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未來半年重建工作

促進永久屋社區、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協助重建區居民的

生活，並透過社區培力計畫及文化種子的投入，促使居民自發性

參與公共事務，激發社區潛在能量。

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持續推動

轉由中央政府各相關部會持續辦理外，後續將由各地方政府延續

推動永續社區相關計畫，請重建區各縣市政府預為研擬因應對策

，輔導各社區在地組織及居民營造彩虹永續的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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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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