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拉克颱風非原住民部落居住地初步安全評估調查 

序號 村落名稱 評 估 結 果 

1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 不安全 

2 南投縣仁愛鄉盧山村 不安全 

3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 不安全 

4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1、5、8～11 鄰 不安全 

5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12 鄰 條件性安全 

6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不安全 

7 台南市安南區鹽田里 8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8 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羌黃坑 不安全 

9 台南縣東山鄉南勢村 20 鄰 41-17 不安全 

10 台南縣東山鄉南勢村 20 鄰 41-18、19 不安全 

11 台南縣東山鄉南勢村 20 鄰 41-27 不安全 

12 高雄縣甲仙鄉大田村仙林巷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13 高雄縣甲仙鄉大田村六義山下 安全 

14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和南巷（1～5 鄰） 不安全 

15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樂群巷（6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16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文化路（7 鄰） 不安全 

17 高雄縣甲仙鄉關山村中和巷（1、2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18 高雄縣甲仙鄉關山村本部落 不安全 

19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北勢巷（1 鄰） 不安全 

20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錦地巷（2 鄰） 安全、不安全（3 戶） 

21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南光巷（3～4 鄰） 安全 

22 高雄縣甲仙鄉東安村油礦巷（9、10、14 鄰） 
安全（9、10 鄰）、 

不安全（14 鄰） 

23 高雄縣甲仙鄉東安村白雲巷 不安全 

24 高雄縣甲仙鄉東安村咖啡巷（11 鄰） 不安全 

25 高雄縣甲仙鄉東安村文化路（8 鄰） 安全 

26 高雄縣甲仙鄉和安村中正路（8 鄰） 不安全 

27 高雄縣甲仙鄉和安村四德巷（9、10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28 高雄縣六龜鄉中興村 20、21 鄰（草坔部落）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29 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新發部落（8、14 鄰） 不安全 

30 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獅山、下嵌 安全（高位河階）、不安全 

31 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新開部落 
安全（26 鄰）、 

不安全（22、23、27 鄰） 

32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竹林（16、17 鄰） 安全、不安全（17 鄰） 

33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樂樂埔（2 鄰） 安全 

34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蘇羅婆（8、9 鄰） 安全、不安全（近河川區） 

35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羨仔腳（10～12 鄰） 不安全 

36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大埔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37 高雄縣六龜鄉興龍村舊潭、邦腹溪 不安全 

38 高雄縣六龜鄉興龍村圳頭埔聚落 安全、不安全（5 戶） 

39 高雄縣六龜鄉荖濃村合興部落（5、6 鄰） 
安全（6 鄰）、 

不安全（5 鄰） 

40 高雄縣杉林鄉集來村火山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41~43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村、田厝村及鎮安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44~45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林邊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46~50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中林村、永利村、永樂

村、仁和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51 屏東縣佳冬鄉焰塭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52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53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54 嘉義縣大埔鄉茄苳村 9 鄰木瓜坑 不安全 

55 嘉義縣番路鄉大湖村五百恩仔 不安全 

56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油車寮 7 鄰 10 號 不安全 

57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油車寮 7 鄰 11 號 不安全 

58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蛤里味 3 鄰 35-2 號 不安全 

59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社前湖 8-5 號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60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全仔社 6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61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5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62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8 鄰 24 號 不安全 

63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8 鄰 14 號 不安全 

64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8 鄰 7 號（黃金強） 不安全 



65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8 鄰 7 號（黃國義） 不安全 

66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2 鄰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67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1 鄰 不安全 

68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6 鄰、7 鄰 
安全（7 鄰）、 

不安全（6 鄰） 

69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中坪部落 不安全 

70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公田部落 不安全 

71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竹嵩水部落 不安全 

72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青山坪部落 不安全 

73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摸石乳部落 不安全 

74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台 149 線 19K 安全 

75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石橋部落 不安全 

76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車心崙部落 安全（條件性）、不安全 

77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後棟仔部落 不安全 

78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樟湖國小 不安全 

80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猴洞橋 不安全 

81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 安全 

82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 安全 

  安全 21 不安全 59 

資料來源 http://88flood.www.gov.tw/./files/committee_plan0/2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