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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原住民部落居住地安全評估彙整 

 

彙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辦理的 64 個部（村）

落居住地安全評估調查結果，以及委託「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就初勘的 64 個

部（村）落中的 30 個部落辦理複勘調查結果；然後，併同委託「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再辦理的 12 個部（村）落會勘（第二次現場會勘）、以及委託「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

限公司」增加辦理的 15 個部（村）落安全評估（新勘作業）結果。 

 

在初勘的 64 個部（村）落中，包括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

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高雄縣桃源村梅山村等，於辦理複勘階段再予以細分，如阿禮

村分為「上部落」與「下部落」，佳暮村分為「新佳暮部落」與「舊佳暮部落」，大武

村分為「小山部落」與「東川部落」，梅山村分為「梅山部落」與「梅山口部落」；因

此，累計安全評估的部（村）落共 95 個，其中，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 4 鄰 83、85、

86 號、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 6 鄰、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

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為非原住民聚落，其餘 90 個為原住民聚落。95 個部（村）落，

經評估為不安全的部（村）落有 47 個，安全的部（村）落有 28 個，條件性安全的部

（村）落有 5 個，部分安全／部分不安全的部（村）落有 15 個。 

 

評估結果 序號 部 落 名 稱 

不安全 1 臺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大竹部落 

不安全 2 臺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富山部落 

不安全 3 臺東縣大武鄉大竹村愛國埔部落 

不安全 4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大鳥部落 

不安全 5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 

不安全 6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不安全 7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 

不安全 8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 

不安全 
9 

屏東縣三地門鄉德文村（上北巴巷部落、下北巴巷部落、德

文巷部落、互助巷部落） 

不安全 10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中間路部落 

不安全 11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高士部落 

不安全 12 屏東縣來義鄉大後村大後部落 

不安全 13 屏東縣來義鄉丹林村 5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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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 14 屏東縣來義鄉丹林村 6 鄰 

不安全 15 屏東縣來義鄉來義村西部落 

不安全 16 屏東縣來義鄉來義村東部落 

不安全 17 屏東縣來義鄉義林村義林部落 

不安全 18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泰武部落 

不安全 19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上分水嶺部落 

不安全 20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 

不安全 21 屏東縣霧台鄉伊拉村谷川（伊拉）部落 

不安全 22 屏東縣霧台鄉吉露村 

不安全 23 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新佳暮部落 

不安全 24 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舊佳暮部落 

不安全 25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下部落 

不安全 26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上部落 

不安全 27 高雄縣那瑪夏鄉南沙魯（民族）村 

不安全 28 高雄縣那瑪夏鄉瑪雅（民權）村 

不安全 29 高雄縣桃源鄉拉芙蘭村阿其巴部落 

不安全 30 高雄縣桃源鄉拉芙蘭村樟山部落 

不安全 31 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梅山口部落 

不安全 32 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東莊部落 

不安全 33 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勤和部落 

不安全 34 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二集團部落 

不安全 35 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舊藤枝部落 

不安全 36 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新藤枝部落 

不安全 37 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寶山部落 

不安全 38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 6 鄰 

不安全 39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內來吉（1、2 鄰） 

不安全 40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1 鄰 

不安全 41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大洋部落 

不安全 42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新望洋部落 

不安全 43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慈峰部落 

不安全 44 南投縣仁愛鄉翠華村翠巒部落 

不安全 45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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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 46 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松茂部落 

不安全 47 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新佳陽部落 

安全／不安全 1 臺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加津林部落 

安全／不安全 2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土坂部落 

安全／不安全 3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新興部落 

安全／不安全 4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 

安全／不安全 5 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四社部落 

安全／不安全 6 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桃源本部落 

安全／不安全 7 高雄縣桃源鄉建山村建山部落 

安全／不安全 8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達邦部落 

安全／不安全 9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部落 

安全／不安全 10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里佳部落 

安全／不安全 11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安全／不安全 12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 

安全／不安全 13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安全／不安全 14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外來吉（3、4、5 鄰） 

安全／不安全 15 南投縣仁愛鄉賜德磊安（南豐）村 

條件性安全 1 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 

條件性安全 2 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美蘭部落 

條件性安全 3 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高中本部落 

條件性安全 4 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草水部落 

條件性安全 5 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萬山部落（列入持續監測） 

安全 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村大溪部落 

安全 2 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 3 鄰 

安全 3 臺東縣達仁鄉台坂村台坂及拉里吧部落 

安全 4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南田部落 

安全 5 臺東縣達仁鄉新化村新化部落 

安全 6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興社區 

安全 7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古樓社區 

安全 8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佳興部落 

安全 9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伊屯部落 

安全 10 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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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11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中心崙部落 

安全 12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下分水嶺部落 

安全 13 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小山部落 

安全 14 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東川部落 

安全 15 高雄縣六龜鄉興龍村舊潭部落 

安全 16 高雄縣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民生）村 

安全 17 高雄縣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民生）村青山部落 

安全 18 高雄縣茂林鄉多納村多納部落 

安全 19 高雄縣茂林鄉茂林村茂林部落 

安全 20 高雄縣桃源鄉拉芙蘭村 

安全 21 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梅山部落 

安全 22 高雄縣桃源鄉復興村 

安全 23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3-4 鄰 

安全 24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 4 鄰 83、85、86 號 

安全 25 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沙都（下靜觀）部落 

安全 26 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德魯灣（平生）部落 

安全 27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都達（平靜）部落 

安全 28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魯給塔雅（平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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