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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卜拉米（Pulami）專案」整
合平台，執行整合部會資源的「莫

拉克重建耀動計畫」

行 政 院 重 建 會

陳德福 處長

10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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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果摘要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耀動計畫以專案方式協助永久屋產業、就業、文化及生活
照顧等面向發展，建構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基礎，形塑部
落文化產業特色，帶動部落產業機能，活絡當地生計產業
及創造就業機會。

在文化傳承發展部分，輔導培育永久屋基地居民傳承原鄉
傳統文化特色，自主規劃後續文化推動工作及申請計畫資
源之管道及能力，讓原鄉文化得以傳承永續經營。

相關產業及文化等軟、硬體條件完成階段性重建的同時，
透過整合行銷重建區(永久屋+原鄉)特色產業、人文、文
化特色及工藝文創產品等旅遊資訊，導入遊客，塑造重
建區旅遊休憩據點，帶動在地產業及就業，活絡經濟，
以達永久屋社區居民永續生活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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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協辦單位

督導單位：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中央主管及執行部門：

內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經濟部(商業司、中小企業處)、交通

部(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

地方主管縣市：

高雄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

府。

地方提報與執行單位：

各永久屋基地立案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地方組織等）、各基

地所隷屬鄉區公所。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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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使永久屋社區得到全方位的關照，先後於99年4月啟動
「基地工作圈」、99年10月1日提出「彩虹永續社區」的構想與
規劃、100年10月28日再啟動「卜拉米（Pulami）專案」整合平
台，盤點並整合各基地需求及亟待解決事項；101年7月再提
「耀動計畫」，以重建新社區產業、就業、文化及生活四大面
向切入，期讓重建區居民得到更完善、更妥適的照顧。

参、前言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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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拉米…排灣族語，是豐收、豐饒之意。在排灣族舉
辦豐年祭時，常用「卜拉米」來祝賀部落豐收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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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主要目標-整
合「人、文、地、景、
產」五大面向。

結合內政部的「社區
培力永續發展計畫」、
文化部的「文化種
子」、 勞委會的「多
元/培力就業」，還有
原民會的「原住民族
部落活力實施」等部
會的相關補助計畫，
共同推動。

從生活、文化、產業
等面向切入，透過
「點」的輔導，進行
「線」的連結，擴大
成「面」的效果，以
強化社區自主的潛能，
培養社區與政府、民
間團體互動的能力及
夥伴關係，帶動社區
產業蓬勃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風雨中見證不平凡的力量-

莫拉克產業重建永久屋產業需求整合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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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期程

民國100年10月至103年8月

時 間 推動過程

100/10/28 啟動永久屋基地卜拉米專案，盤點並整合現階段各基地需求及亟待解
決事項。

101/02/09 前行政院 陳冲院長指示莫拉克重建工作，未來工作重點著重在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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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永續社區安居樂業的目標。

101/04/15 本會陳執行長指示，未來產業及生活重建是關鍵課題，配合社區公共
設施完成，應投入政府及NGO組織力量，以協助重建區產業重建。

101/06/18 本會邀集各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由各部會依職掌業務提報申請動支
重建特別預算預備金支應產業、文化、就業及生活照顧等面向，協助
重建區生計發展。

101/07/04 本會陳執行長召開第42次工作小組會議中，原則同意文化部、交通部、
行政院農委會及行政院原民會以滾動式提供必要之專案資源協助。

101/07/30 本會第30次委員會議由前行政院 陳冲院長兼召集人同意報院核定。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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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遭遇重大困難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居民缺乏強烈產業意識，產業推動積極度與投入度皆不足。

 永久屋多數居民對自身產業條件、需求及定位尚未明確，且缺

乏開發及產品行銷能力。

 部分永久屋基地產業館缺乏完整內裝設備，初期營運基地居民

投入意願不足。

 永久屋相關農業、工藝等生計產業雖已具相當基礎，惟屬新社

居，有別一般著名旅遊據點，缺乏遊客導入消費。

 永久屋基地組成屬性差異甚大，發展方向及目標多元，難以單

一計畫投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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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創新突破作為

本會為瞭解永久屋基地居民產業發展實際需求與待解決問

題，推動卜拉米資源整合平台會議，跳脫一般公部門以例行性

計畫申請補助模式，採用召開會議，由社區組織代表提出相關

需求及問題，由本會媒合適宜之公部門及NGO組織協助經費補

助執行，確實掌握永久屋基地關鍵需求，並予以實質而有效之

協助。此外，以管控方式迅速審核計畫，縮短相關文書作業流

程，於短時間內迅速推動執行，落實重建區實際需求及階段性

資源有效投入。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以耀動計畫之執行串聯各部會及地方，強化整合資源，藉由
不同面向計畫帶動地方產業重建及發展，讓永久屋基地居民
得到更完整及更妥適的照顧。

文化部
文化及社造

交通部
觀光局

旅遊觀光資
源導入

農委會
農業輔導及
機具資源

原民會
產業及產銷
館營運

勞動部
培力就業

NGO組織
生計產業
資源導入

永久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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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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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執行經費

計畫經費

動支預備金或專案動支原提列準備，合計8,800萬元。

主政部會 計畫名稱 經費

農委會 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計畫 2,500萬元

原民會 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3,000萬元

交通部觀光局 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計畫 1,300萬元

文化部 文化部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基地文化種
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2,000萬元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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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行政院原民會及重建區縣(市)政府
計畫經費：3,000萬元整
計畫項目：
 專業團隊導入基地，協助建立產業發展共識。
 永久屋基地產業人才培訓。
 輔導永久屋基地產業組織運作及產業館(場)營運。
 辦理永久屋基地產業行銷活動。
 協助特色（文創）商品發掘及開發。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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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飄香樂音飄揚
• 營運團隊為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

• 以販售咖啡產品(咖啡豆、咖啡及相關咖啡
加工製品)為主，並結合27家在地工坊共同
販售。

• 研發咖啡(輕、中、重培)三種伴手禮。

• 產銷館結合屏東萬金營區聯外道路(情人綠
蔭大道)發展咖啡廊道，併結合單車休閒，
共同發展部落觀光。

吾拉魯滋咖
啡產銷館

102年7月5
日開幕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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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與休閒結合
•營運團隊為來義鄉部落發展協會經營

•部落的工坊合計14家進駐(花開了工坊、小
河工作室、阿給努木雕創作坊…)。

•媒合產銷館內灑樂酷滿工坊產品至台北阿
優依門市寄銷。

新來義產銷
中心102年

8月9日開幕
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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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幸福社區
• 營運團隊為在地工坊(曠野教會、
桃源重建協會、南沙魯協會、同
心圓工坊等)共同經營。

• 原民文化公園主打體驗(琉璃珠燒
製DIY、植物染拓印體驗、手工創
意貓頭鷹、腳踏車深度導覽旅遊、
原住民風味的特色飲食、民住民
八部合音與樂舞表演)。

杉林大愛
原民文化
公園102年
12月14日
開幕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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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樂活村
• 營運團隊為百合部落產銷館經營團隊
經營

• 由霧台公所自辦營運為期1年，105年
移交由在地組織經營管理。

• 產銷館主打原民部落美食。

• 產館目前已有17家在地工坊進駐販售
商品。(阿萊優姆工坊、阿禮協會、大
姆姆德文咖啡等…)，販售商品以各類
工藝品、咖啡、朝天辣椒醬、紅肉李
露、各類農產品及久安計畫產品

長治百合產
銷館102年

12月28日開
幕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經營團隊為朝代商號、愛迪爾
公司、萊爾富公司共同經營。

•大愛園區商業中心規劃為商店
街、特色市集、餐飲中心、便
利超商等四區域。

高雄杉林
大愛商業
中心102年
12月21日
開幕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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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下第一街
• 經營團隊為日安產業推廣合作社

• 透過善款「轆子腳永久屋基地輔導農業
產業培訓計畫」的挹注，開創一個新的
社區風貌，藉由此推廣中心的營運，讓
社區居民凝聚共識，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並創造雙贏的局面，讓社區邁向優質的
生活。

嘉義日安
產業推廣
中心102年
12月28日
開幕營運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位於嘉義縣番路鄉台18線上的轆子腳三期永久屋基地，『優
格哇獅~假日市集』(鄒語~優格哇獅：意謂身體健康 萬事如
意 ) 於102年3月9日正式開幕，在中央與地方合作下，由社
區自發性的提出計畫，並搭配勞委會核定的15名多元就業計
畫及原民會產業輔導計畫，逐步陪伴壯大逐鹿社區永續產業
發展根基。期望今年底文化觀光藝術館竣工啟用後，創造阿
里山公路旁的國際級新亮點。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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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永久屋基地目前已完成高雄大愛、屏東長治百合、吾拉魯
滋、新來義等四處產銷館開幕營運目標。

僅剩屏東禮納里產銷館、嘉義轆子腳尚未完成，持續整備
未來開館準備事宜與前置作業。

 未來持續導入旅遊人潮及行銷推廣，提升營運效益:

結合國營事業員工旅遊及規劃至北中南科學園區推廣永久
屋基地遊程，以持續導入遊客人潮。

發表伴手禮產品，宣傳在地特色產業。

督促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產業行銷計畫，推廣「永久屋」產
品伴手禮及旅遊特色。

柒、執行情形-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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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重建區縣(市)政府
計畫經費：2,500萬元整
計畫項目：
教育訓練、展售促銷活動、共同使用設施(備)及

資材等全額補助(訂定共同維護管理規則)。
個人使用設施(備)，補助9成。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媒合相關企業廠商契作，拓展農產品產銷
通路及穩定農戶收益。

補助設置動力噴霧機、農地搬運機等農機
具、農產品簡易加工，提升生產效能，減
少人力成本。

規劃簡易加工設備操作課程，開發多元化
農產品，提升農產品生產及品質穩定度，
提升競爭力。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農耕設備提升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配合相關活動(如:萬金聖誕祭)辦理農特產
品展售，提升產品露出及宣傳度。

辦理農業產業經驗交流觀摩，提升農業耕
作技術並激發經營管理策略。

輔導產品包裝設計，提升農產品精緻度及
競爭力。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管理與行銷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成立農業服務團，由農糧署邀集永久屋基地所轄改良場、
農業試驗所及分署參與訪視並辦理專業栽培技術研習與訓
練，原則每月安排1處永久屋基地實地訪視，提供農業生
產技術輔導及協助，並配合宣導農業政策。

農耕技術輔導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專案方式降低人數及耕地面積限制，輔導永久屋基地農民
籌組農業產銷班，以健全組織及生產目標共識，延續農政
單位相關輔導資源，協助農戶契作生產，穩定產銷規模。

輔導產銷班籌組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農民學院

設立農民學院，運用農委會試驗改良場所專業優勢，建
立完整農業訓練制度，培育優質農業人才，提升農業競
爭力，鼓勵永久屋農民擇需要課程報名參訓。

農耕技術輔導



屏東長治百合
輔導6公頃心靈耕地生產紅藜、樹豆、芋頭及苧麻等原鄉特
有作物，並栽培絲瓜、南瓜及辣椒…等經濟作物，目前已
陸續採收。
南投神木社區
完成各項農耕基地整備工作，目前有5公頃鳳梨、2.8公頃
百香果及2.6公頃蔬菜投入生產行列。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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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計畫經費：1,300萬元整
 計畫項目:

研擬「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計畫」，並以
「獎助旅行業者辦理重建區旅遊」、「強化媒體行
銷宣傳」2項計畫主軸，導入遊客至重建區旅遊，
活絡其觀光產業之發展，促進當地經濟繁榮。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輔導旅遊業者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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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改版規劃15條套裝旅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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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新聞局相關通路放映宣導。

•於103年規劃一系列「探索真幸
福 愛上永久屋基地」推出10條
永久屋旅遊幸福路線宣傳。

推
動
重
建
區
觀
光
產
業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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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媒合各大旅展設置專區行銷推廣莫拉克
重建區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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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為帶動重建觀光產業之發展，103/1/8辦理「探索真幸福
愛上永久屋」記者會，介紹「永久屋」特色伴手禮、集章
活動、永久屋基地園遊會、永久屋旅遊宣傳短片(90秒)首
播等，現場並抽出兩位媒體朋友贈送永久屋旅遊行程，實
際讓媒體踩線，體驗行程。

幸福像徵圖案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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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客、旅遊達人

邀請阿mon、林龍、克里斯等知名部落客、旅遊達人前往永久

屋進行部落客踩線報導，透過旅遊體驗分享，多元管道包裝行

銷重建區旅遊。

柒、執行情形-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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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執行單位：文化部及重建區縣(市)政府

 計畫經費：2,000萬元整

 計畫項目：

 補助重建區縣市政府甄選基地文化種子，培育社區文化事務推

動人才。

 辦理文化重建案例參訪交流活動、成長課程、成果展示活動，

增進居民對文化社造傳承之共識。

 文化種子培訓計畫效益提評估，作為後續工作推動參考。

 輔導基地居民研提計畫爭取資源挹注，延續文化傳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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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發行永久屋基地重建報等刊物，增加居民互動及交
流，提供資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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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發行永久屋基地部落地圖，以文化種子為核心，結合基地居
民描繪各項文化、人文、產業、生態及旅遊等資訊整合，記
錄部落故事，吸引遊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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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辦理文化重建案例參訪及交流活動，激發社區居民對文化社
造傳承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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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情形-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舉辦成果展示活動，展現種子培訓成果，建立社區居民對文
化傳承與發展之共識。



102/12/14辦理貓頭鷹主題展活動，包括:知名創作工藝家作
品、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收藏品、阿里山鄒族木雕、農委會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所提供貓頭鷹標本，在地工藝匠師戶外貓
頭鷹裝置藝術作品，型塑幸福社區意象。

柒、案例分享-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首部曲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102/12/24聖誕夜於原民文化公園，由
社區主動聯合教會辦理「貓頭鷹點燈
活動」，透過牧師祝禱、貓頭鷹主燈
點燈儀式及平安報佳音等活動，讓社
區居民齊聚，增進社區凝聚力。

捌、案例分享-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二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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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社區「貓頭鷹導覽解說訓練活動」，由貓頭鷹達人劉育
宗擔任講師，社區多位居民與導覽人員參與，啟動貓頭鷹生
態園區發展的第一步。

捌、案例分享-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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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8配合優良社區評比頒獎典禮，辦理大愛文創商品市集，以貓
頭鷹琉璃品、貓頭鷹葫蘆雕夜燈、貓頭鷹DIY布包、貓頭鷹木雕等，透
過一波波活動，持續性宣傳幸福社區意象，帶動社區產業。

捌、案例分享-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四部曲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3/28高市府規劃
辦理「貓頭鷹裝
置藝術與貓頭鷹
文創」成果展

媒合中鋼公司設
置鋼鐵貓頭鷹汪
置藝術，強化社
區意象。

災後立即性協處 重建在地產業 永久屋產業導入及行銷

捌、案例分享-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延續活動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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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貓頭鷹報喜臉書專區

捌、執行案例-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FB專區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Facebook粉絲專頁—介紹大愛園區貓頭鷹相關展示品、工藝家、工藝品、貓頭鷹生態、
園區導覽圖等。

捌、執行案例-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FB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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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列活動，導入人潮，截至102/12/30止，體驗區遊客人數約5千人次。

啟發居民推動社區產業規劃藍圖，帶動社區營造與社區參與。

形塑大愛園區為貓頭鷹幸福社區主題意象，吸引遊客參訪，活絡社區產業。

建構貓頭鷹夜間生態解說與棲地復育，增加遊客駐足停留時間，有助於帶動體驗
消費

透過貓頭鷹生態導覽體驗，發展相關產業活動(餐飲、接待家庭等)，促進社區多元
產業發展

Facebook粉絲專頁—整合宣傳大愛園區貓頭鷹相關展示品、工藝家、工藝品、貓頭
鷹生態、園區導覽圖等資訊，提升宣傳效益。

社區意象營造模式，提供其它永久屋社區推動社區營造之典範。

捌、執行案例-杉林大愛貓頭鷹幸福社區-延續效益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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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成果效益

永久屋基地農業發展計畫

輔導永久屋基地居民籌組產銷班，學習產銷運作技術，藉由

產銷運作擴大經營管理規模，降地產銷成本。

辦理農業產銷技術教育訓練，培養居民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及

行銷方法，提升經營管理能力，朝精緻農業發展。

導入有機經營管理理念，建立有機生產體系，輔導通過有機

農業認證，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

發展農業生態觀光、強化假日市集功能，帶動消費人潮。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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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成果效益

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

導入專業團隊輔導協助永久屋基地產業組織運作及產業人才

培訓，提升產業經營管理技能。

規劃永久屋基地產業館(場)營運，透過輔導團隊的協助，培

訓基地產業組織，協力產業館(場)之運作，創造就業機會。

形塑及優化地方特色產業整合部落產業能量，帶動部落產業

機能，創造部落在地就業機會。

協助特色（文創）商品發掘及開發，形塑及開發文創商品。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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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成果效益

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基地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

加強保存並延續既有族群文化生活，讓文化重建不只是復原

，更是重生。

輔導永久屋基地文化種子，帶動社區能量。

藉由景觀重塑、社區組織、人才培育、尊重各族群文化祭儀

等多元策略，讓生活與其傳統根源與文化記憶聯結。

透過教育宣導及培訓機制，強化復甦傳統歷史文化，落實於

日常生活當中，增強族群間文化交流及認同。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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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成果效益

永久屋基地觀光產業行銷推廣計畫

整合行銷重建區(永久屋+原鄉)特色產業、人文、文化特色

及工藝文創產品等旅遊資訊，提升重建區產業露出機會。

導入遊客參訪，塑造重建區旅遊休憩據點，帶動在地產業及

就業，活絡經濟。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51

拾、檢討與建議

突破與創新產業重建座談會

※耀動計畫以「卜拉米專案」平台機制下，就永久屋社區產業、
就業、文化及生活照顧等面向，以專案、專款方式串聯各部會
及地方挹注計畫推動執行，為扎根落實，強化整合資源，讓重
建區居民得到更完整及持續性的協助。

※耀動計畫執行期程於8月將屆，未來如何接續、適時、適當的
協助永久屋社區延續發展，係所在地方縣市政府應及早思考規
劃之重點，中央與地方政府後階段重建工作應建構無縫銜接之
模式並持續推動，將社區由「重建期」引導至「發展期」，達
到永續社區之目標。

※社區應運用相關輔導資源自我成長，學習並培養自主經營產業
能力與社區產業共識。



52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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