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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業務執行成果 

─原住民部落重建─ 



壹、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 

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人舊部落或原居地，由於天然

災害衝擊而遭破壞，導致族人居住安全前景堪慮。而本計

畫根據各聚落房屋毀損狀況，並參考受災戶遷建之意願，

依主要受災範圍，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居地安全評估及整

體規劃、土地取得、基地整建、公共設施及辦理家屋興建

（包括：就地整建及遷居重建），解決原住民受災戶（如

遷居遷村戶）問題。 

 

 

1-1、政策緣起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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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切斷部落與傳統領域的關係及文化傳承必須的背景與場
域，致使部落記憶無法傳承。 

2. 部落的空間配置與建築形式，在傳統上有其倫理、階級
及道統，但現代都市化的住宅配置與新建材的充斥，擾
亂了部落的傳統秩序，並逐漸瓦解侵蝕部落的主體性。 

3. 倘將原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搬離富有歷史文化的原居
地，必定會影響其生活、改變其生計模式，甚至迫使他
們放棄傳統文化及固有價值觀。 

4. 族群認同與團體意識瓦解：一個族群的生命力與延續，
取決於族群是否有強烈的族群認同與集體意識。部落族
人因遷居而分離，將有遭強勢族群同化與吞噬之虞。 

5. 族語與符號的記憶弱化：對於大家共同約定的語言或符
號，一但被拆散而鮮少或不再重複應用時，其記憶將會
逐漸弱化。 
 
 
 
 
 
 
 

1-2、原住民族部落遷建政策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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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原住民族聚落遷建計畫辦理原則1 

1. 優先順序：行政院重建會於98.9.4函頒「莫拉克颱風災後
原住民族部落遷村推動原則」，明定遷村地點選定之優
先順序：(1)離災不離村；(2)離村不離鄉；(3)集體遷村至
離鄉最近之適當地點。 

2. 選址原則：(1)居住安全性：非位於重建區域綱要計畫中
第1類(原則禁止開發)及第2類甲區(禁止新開發行為)；(2)
環境與原居地相似並兼具原住民文化特色；(3)考量生活
機能：如供水、電力及交通運輸。 

3. 實際實施情況：(1)以聚落安全為基礎；(2)以科技鑑定原
居住部落及遷居地安全；(3)經居民意願調查，由族人參
與，自行選擇原地重建、就近遷住或遷村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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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原住民族聚落遷建計畫辦理原則2 

1. 針對同意集體遷村至鄰近鄉鎮者，本會推動之各相關突
破性優惠行政措施如次： 

2. 提供永久住屋，原住民取得房屋所有權及房屋座落土地
之使用權，並得繼承。 

3. 遷村地點劃為原住民保留地，協調縣政府將該處行政區
域劃歸原屬山地鄉，維繫原住民族與祖靈土地連結。 

4. 原住民原有土地非經同意，政府不會強制徵收，仍歸原
住民所有，惟須依國土保育等相關法令合理使用，配合
政策實施造林者，發給造林獎勵金。 

5. 綜上，此次颱風災後遷村係依循「離災不離村、離村不
離鄉」之原則，尊重並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文化、生存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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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住民族聚落遷建計畫執行成果 

截至103年4月原住民永久屋基地計20處，已完成安置族人2,165戶(62
戶興建中)。 

已完工入住共計18處永久屋基地： 
1. 高雄市：月眉大愛園區、樂樂段基地。 
2. 嘉義縣：山美基地、轆子腳三期基地、樂野基地。 
3. 屏東縣：長治百合部落園區、禮納里部落基地、吾拉魯滋基地、新

來義基地、牡丹中間路部落、牡丹高士佛部落、滿州九棚國小。 
4. 臺東縣：舊大武國小、金富村金崙段(賓茂國中)、嘉蘭村第2基地、

嘉蘭村第1基地東側、西側、大竹本部落。 
目前，除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永久屋基地(40戶)及高雄市寶山里永久
屋基地(20戶)，持續施工外，其餘皆已完工入住。 

 
 
 
 
 
 
 
 
 
 



項次 遷出地點 安置 
地點 面積(公頃) 

規劃 
戶數 

興建 
戶數 

完工 
戶數 完工日期 

認養 
單位 

1 阿里山鄉來吉村 來吉基地 6 60 42 0 訂於103.08 世展會 
執行情形 興建中。 

2 阿里山鄉 
(阿里山鄉各村) 轆子腳3基地 

9.15 180 150 150 101.12.15 紅十字會 
執行情形 已完工入住。 

3 阿里山鄉樂野村 樂野基地 0.82 48 46 46 101.12.01 紅十字會 
執行情形 已完工入住。 

4 阿里山鄉山美村 山美基地 0.88 26 28 28 101.04.28 紅十字會 
執行情形 已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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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3處完工入住，1處興建中) 

轆子腳三期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項次 遷出地點 安置 
地點 

面積 
(公頃) 

規劃 
戶數 

興建 
戶數 

完工 
戶數 完工日期 認養 

單位 

1 桃源區寶山里 
六龜區
土壠灣

段 

0.9 20 20 0 訂於103年8月 紅十字會 

執行情形 興建中。 

2 桃源區勤和里 樂樂段 
基地 

0.88 20 20 20 101.04.21 法鼓山基金會 
執行情形 已完工入住。 

3 桃源區、那瑪
夏區、茂林區 

月眉 
農場 

59.29 1540 1006 320 
(原住民) 100.6.30 慈濟 

執行情形 已完工入住。 

8 樂樂段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高雄市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2處完工入住，1處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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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遷出地點 安置 
地點 

面積 
(公頃) 

規劃 
戶數 

興建 
戶數 

完工 
戶數 

申請 
件數 

核定 
戶數 完工日期 

認養 
單位 

1 霧臺鄉 
（各村） 

長治百合
部落園區 

29 509 270 270 419 249 100.10.31 

慈濟、紅
十字會、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2 
霧臺鄉好茶村、三
地門鄉大社村、瑪

家鄉瑪家村 

禮納里部
落基地 

27.81 483 483 483 510 336 99.12.25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3 泰武鄉 
泰武村 

吾拉魯滋
基地 

10 157 118 118 197 117 100.6.30 紅十字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4 
來義鄉來義村、義
林村、丹林村5、6

鄰 

新來義 
基地 

26 515 288 232 407 272 100.12.09 紅十字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5 牡丹鄉 
高士村 

舊高士 
部落 

3.98 47 44 0 45 22 101.3.31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6 牡丹鄉石門村中間
路部落 中間路 

3.27 45 45 45 51 30 99.11.28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7 滿州鄉分水嶺 
部落 

九棚 
國小 

0.8 12 8 0 12 8 101.09.23 慈濟 
執行 
情形 已完工入住。 

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屏東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1(7處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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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納里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吾拉魯滋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屏東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2(7處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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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高士佛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滿州鄉九棚國小永久屋基地(已完工入住) 

屏東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3(7處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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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遷出地點 安置 
地點 

面積 
(公頃) 

規劃 
戶數 

興建 
戶數 

完工 
戶數 完工日期 認養 

單位 

1 大武鄉大竹村富
山部落 

舊大武國小
基地 

0.79 31 31 31 99.07.04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2 太麻里鄉金崙村、
多良村 

金崙村金富
段 

1.4 30 15 15 99.09.30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3 金峰鄉 
嘉蘭村 

嘉蘭第1基地(
西側) 

2.3 50 42 42 101.04.14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4 金峰鄉 
嘉蘭村 

嘉蘭第1基地(
東側) 

2.6 50 48 48 101.04.14 紅十 
字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5 金峰鄉嘉蘭村海
棠受災戶 

嘉蘭村第2基
地 

0.89 15 15 15 100.01.29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6 大竹村 
本部落 

大竹部落基
地 

2.2 43 30 30 101.10.30 世展會 
執行 
情形 完工入住。 

金峰嘉蘭永久屋基地-1(已完工入住) 

臺東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1(6處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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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永久屋聚落遷建計畫-2(6處完工入住) 

金峰嘉蘭永久屋基地-2(已完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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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有形的建築表現證實無形文化價值的存在：本計畫旨在激勵
入住民眾重拾部落傳統文化，並以傳統建築語彙、建築倫理及
建築素材美化妝點家屋，亦應強調施作內容應符合該族群部落
文化圖騰意象，及與原居住部落之延伸關係，以充分表達各家
屋之故事性為主軸。 

2. 找回部落傳統工法及社會凝聚力：只有部落人才了解部落事，
還包括傳統建築技術，所以「部落人做部落事」之操作手法是
最貼近本計畫目標之手法。本計畫係鼓勵各家戶採「換工」方
式相互協助興建或施作，在操作過程中亦有凝聚部落組織之效
果。 

3. 為部落遷村史留下記憶與故事：依各家戶不同的家史、不同的
際遇、不同的詮釋，透過「示意圖說」的勾勒表達其故事性。
再將該部落所有之示意圖說彙集成冊，即成為該部落的遷村故
事書，也為下一代留下遷村的記憶。 

 
 
 

2-1、政策理念 

貳、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
語彙重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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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塑部落文化風貌，維護並保存原住民文化：使永久屋基
地之建築結合原住民族自身傳統文化元素，營造部落意象，
以期達成文化延續與傳承之願景，並能突顯地域文化特色。 

2. 以居民自主及由下而上之社區參與原則，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工作：為建立社區居民生命共同體之意識，須由居民以
集體的行動來處理其共同面對的問題，提升社區意識。 

3. 以居民自主及由下而上之社區參與原則，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工作：建立社區居民生命共同體之意識，須由居民以集
體的行動來處理其共同面對的問題，提升社區意識。 
 

 
針對莫拉克颱風受災地區，由政府與民間慈善團體興建之永
久屋基地為計畫範疇，由政府補助獲配永久屋之住戶，以營
造永續社區觀念為出發點，建構文化地景與部落風貌。 

 
 

 
 

2-2、政策目標 

2-3、補助對象 



2-4、施作原則 

1. 部落居民應就擬施作之型式、施作項目等內容取得共識，並考量當
地整體需求及文化特色。 

2. 為貼近部落文化意象，應廣邀原住民工藝匠師、藝術工作者參與，
設計規劃應符合有關建築法規及相關法令規定，結合經濟、安全及
美觀等要求。 

3. 涉及傳統工法且有文化傳承教義之工項，執行機關應先與部落或工
藝匠師、藝術工作者諮詢，並採雇工購料方式辦理，得由工藝匠師、
藝術工作者或當地民間團體施作。 

4. 建築材料之採用，須配合當地自然景觀及人文環境；建築物造型及
色彩之選用，須顧及環境調和之原則，並符合部落傳統文化特性。 

5. 須考量節能減碳設計，建物基地之法定空地除通路、停車場等必要
設施外，應予美化，展現與自然環境相調和之景觀。 

6. 施作內容部分，以家屋外觀(含週邊美化) 為限，不涉及家屋內部裝
潢及結構補強。 

7. 施作完成後，各住戶應依切結保固責任，於完工後2年內不得任意損
壞、拆除或移置他處，其修繕及維護費用，由各住戶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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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計畫執行成果1 

縣市別 基地名稱 鄉區別 核定 
戶數 

申請 
完成 

施作 
完成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 
霧台鄉 177 177 177 

三地門鄉 174 174 174 
瑪家鄉 132 132 132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 
霧台鄉 137 137 137 

三地門鄉 15 15 15 
中間部落 牡丹鄉 25 25 25 

合   計 660 660 660 

高雄市 月眉大愛園區 
那瑪夏區 162 89 89 
桃源區 150 116 116 
茂林區 9 6 6 

合計 321 211 211 

臺東縣 
舊大武國小 大武鄉 31 31 31 
嘉蘭第2基地 金峰鄉 15 8 8 

合計 46 39 39 
第一期合計 1027 910 910 

第一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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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基地名稱 鄉區別 核定戶數 申請完成 施作完成 

屏東縣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 
霧台鄉 53 53 53 

三地門鄉 44 41 41 
吾拉魯滋 泰武鄉 116 116 116 
新來義 來義鄉 272 269 269 

舊高士部落 牡丹鄉 22 22 22 
中間部落 牡丹鄉 11 11 11 

(新增) 泰武鄉、滿州鄉、
牡丹鄉、霧台鄉 86 86 0 

合   計 604 598 512 

高雄市 

月眉大愛園區 
那瑪夏區 75 72 72 
桃源區 44 43 43 
茂林區 4 4 4 

樂樂段 桃源區 19 17 17 
土壠灣段 六龜區 34 0 0 

合   計 176 136 136 

2-5、計畫執行成果2 第二期計畫(高雄屏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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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基地名稱 鄉區別 核定戶數 申請完成 施作完成 

臺東縣 

金崙村金富段 太麻里鄉 8 7 7 
嘉蘭村第1基地(西側) 金峰鄉 45 41 41 
嘉蘭村第1基地(東側) 金峰鄉 48 43 43 

大竹部落基地 大武鄉 30 25 25 
嘉蘭村第2基地 金峰鄉 7 6 6 

大鳥村 大武鄉 14 9 9 
泰和村德其段 太麻里鄉 6 4 4 

合   計 158 135 135 

嘉義縣 

轆子腳3基地 

阿里山鄉 

150 98 13 
樂野基地 46 42 32 
山美基地 27 20 20 

152林班地 45 0 0 
轆子腳2基地 5 0 0 

合   計 273 160 65 
第二期合計 1211 1029 848 

2-5、計畫執行成果3 第二期計畫(嘉義台東部分) 



20 

嘉義阿里山鄉山美永久屋社區語彙成果照片 

本基地居民主要為阿里山鄉鄒族族人，早期，部落族人以狩獵為生，在部落工藝方面即以皮革之揉
皮、製革及籐編的置物籃或背負獵物用的網袋為主。因此，在部落建築文化語彙方面足以顯見部落
早期之傳統風貌與意象，從而藉由文化語彙之意象使後代的子孫得以深入了解部落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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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樂樂段與屏東長治百合永久屋社區語彙成果照片 

本基地入住居民主要為桃源區勤和部落之布農族族人，在其家屋上皆掛著刻有布農族四季習俗、
祭典等意象之文化語彙作品，整體設計上皆以布農族文化為特色。同時，傳統布農族人亦善於
運用板岩、木材、茅草及籐皮等數種材料，運用於生活之中。因此，部落族人可藉由其獨具特
色之建築文化語彙教育與傳承下一代子孫，使他們能夠深入了解部落最傳統的歷史文化與風貌。 

本基地位於中央電台長治分台旁台糖用地，提供霧台鄉阿禮、吉露、佳暮、伊拉等部落，以及部分三地門
鄉達來、德文村等災民遷居，入住居民主要為排灣、魯凱族人。而百合是排灣及魯凱原住民族的共同文化
象徵，6個花瓣正好象徵霧台鄉阿禮、吉露、谷川、佳暮、三地門鄉達來、德文6個入住的部落，就像是生
命共同體一般的緊密相連。在其建築文化語彙風貌方面，如排灣族之圖案大抵為祖靈像、人頭紋、百步蛇
紋、太陽紋等，而魯凱族則常用的圖案有陶壺、百步蛇紋、蝴蝶紋等，在基地內充份展現出多元且極具傳
統文化意味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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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禮納里永久屋社區語彙成果照片 

本基地主要為瑪家、好茶、北葉與大社等四個部落，遷居至此之居民為排灣與魯凱族族人。本基地為目前施
作建築文化語彙之戶數最多之基地，因各自有其不同之傳統部落文化，所以在本基地中呈現出相當豐富且多
元的建築語彙文化風貌。在部落中，族人以彩繪、木雕及鐵鑄等各種方式展現出各部落住戶之特色圖騰，藉
此呈現出部落族人之階級、歷史或豐功偉業等，具有濃厚之故事性與歷史傳承性。同時，本基地亦成為其他
永久屋基地居民觀摩之最佳地點，並可藉此與之交流施作的工法與方向。. 



台東金峰鄉嘉蘭永久屋社區語彙成果照片 

本基地為目前臺東縣內施作數量最多之基地，基地內居民主要為排灣與魯凱族族人。部落內族人各自以獨
特的彩繪方式或工法等展現出部落頭目、貴族、勇士、平民等家屋建築文化語彙特色，例如：太陽、老鷹
羽毛、百步蛇紋等圖騰，皆代表其在該族群中的地位表徵。而部落族人透過自力的方式為永久屋外觀裝飾
圖騰，勾勒出一幅美麗的原住民文化建築語彙之外，更可完整且清楚地展現出各家所呈現的家屋建築文化
的裝飾圖騰，即其代表的故事與意義。因此，在此可見二種不同族群之獨特建築文化語彙風貌，無論在色
彩、材料運用及故事性等方面，皆呈現出其部落之傳統風貌，兼具文化傳承之意味。 



參、原鄉地區基礎建設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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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短時間累積降雨量高達2,900多毫
米，並為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與臺東縣等5縣市，合
計21個原住民鄉鎮市(區)帶來嚴重災情。 

 



3-3、重建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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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道路復建工程核定5直轄市、縣(市)政府，共計59項聯絡道復

建計畫工程，其中已有56項工程已完工，僅餘1項變更設計完成即

竣工，1項推動中，而有1項已註銷（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橋復建工

程）。 

原住民族鄉鎮之供水系統復建工程所需經費約新臺幣5億800萬元，

原民會共計核定：南投縣20件、嘉義縣9件、高雄市8件、屏東縣3

件，共計40件，全數皆已完工。 

原住民族鄉鎮之聚落基礎建設復建工程所需經費約新臺幣6億

2,502萬元，原民會共核定：南投縣5件，嘉義縣9件，高雄市9件，

屏東縣4件，臺東縣4件，共計31件，全數皆已完工。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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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作業要點」第七點：各重建、復建
工程規劃設計及審查原則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遵循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相關原則及策略，並以國土區域整體思維，評估各項工程之規模與工法
之妥適性，並遵守下列原則： 
 本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之原則，及全流域管理、國土規劃之理念，適

當的復育及保育，降低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並應掌握致災原因，因
地制宜，以恢復其原有功能為目的，擬妥可行方案後，再行辦理。 

豐山村聯絡道路復建工程-中心嶺3k+825簡易修復 



3-4、執行經驗回顧－聯道路復建工程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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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重大山崩、重複致災或高度環境敏感區域，應列入專業
檢討，考量分期、分階段辦理，以兼顧重建時效及成效，不
宜在致災原因未消除前，投入大量資源，就地重建。 

嘉義縣新美村1鄰部落環境災害復建工程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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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道路、橋梁、水利、水保等整合性治理問題，應以
區域整合治理方式，整體考量致災原因，避免工程切割
無法發揮成效，重複發生災害。 

美蘭聯絡道路復建工程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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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道路、橋梁、水利、水保等整合性治理問題，應以
區域整合治理方式，整體考量致災原因，避免工程切割
無法發揮成效，重複發生災害。 

桃源里聯絡道路復建工程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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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豐山至社後坪部落聯絡道路 

土石流及崩塌地上方進行源頭整治，如截水、排水措施等。如
屬大型土砂災害區，宜依整體調查規劃結果，再行辦理整治工
程。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6 

崩塌坡面視坡度的陡緩，採用適當之坡面保護工及截
排水設施。 

屏東縣谷川佳暮聯絡道路復建工程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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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橋梁設施重建原則。 
 考量土石流之水路、流向、流量及雨量分佈歷時等，作為新建橋梁選址

之參考。 

屏東縣來義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第二期) 

橋中不落墩增加
通洪斷面 



3-4、執行經驗回顧－聯絡道路復建工程特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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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山區道路排水系統設計，滿足排水需求。 

L溝施作易於排水及清理維護 



3-5、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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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重大山崩、重複致災或高度環境敏感區域，應列入專
業檢討，考量分期、分階段辦理，以兼顧重建時效及成效，
不宜在致災原因未消除前，投入大量資源，就地重建。 

嘉義縣新美村1鄰部落環境災害復建工程 



3-6、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2 

重整雨水下水道系統，復建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確保排水
防洪功能。 

南豐村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7、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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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或清疏野溪河段，以解決河道沖淤失衡與流路變遷，
減少發生土石災害情形，保障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達卡努瓦里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8、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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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土保育及復育，不另新闢林道與農路，加強路面排水設
施改善、維持邊坡穩定及路面修補整建，以維路基之完整與暢通，
確保用路人安全。 

達卡努瓦里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9、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5 

採因地制宜工法，以恢復其原有交通運輸功能。 

瑪家鄉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10、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6 

提高工程結構安全，避開地質環境敏感地區，避免再度受災。 

達卡努瓦里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11、執行經驗回顧－聚落基礎復建工程特色7 

崩塌坡面視坡度的陡緩，採用適當之坡面保護工及截排水設施。 

山美村新美村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3-12、執行經驗回顧－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特色1 

強化工程結構安全，提升部落用水安全，降低重復致災機率。 

高中里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 



3-13、執行經驗回顧－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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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儲水設施，確保部落安全穩定供水 

南投縣自強村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 



3-14、執行經驗回顧－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特色3 

提升工程品質，確保部落用水無虞。 

高雄市梅山里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 

高雄市高中里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 



3-15、執行經驗回顧－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特色4 

部落成立簡水管理委員會-維護工程後續品質。 



3-16、執行經驗回顧－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特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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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水設施兼具消防安全救災功能。 

嘉義縣樂野村簡易自來水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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