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落在幽靜谷裡的達娜伊谷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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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 之重建成果及省思

特輯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8月 8號我本來要去台東看我的大女兒，當時都
已經準備好要出門，結果雨勢太大，沒法出門。現在

回想，要感謝主，還好沒有去，否則可能在路上就出

事了。當天晚上我們睡在廚房，做好隨時逃生的準

備。第二天出去，不得了了，看到的景象柔腸寸斷，

毀壞驚人的程度是我們住在山上這麼久第一次看到。

我們在阿里山被隔絕，第三天才被報導困在這裡，也

才知道外面的災害範圍這麼大，這麼嚴重，一切都幾

乎破壞殆盡。

在災害發生後，每天忙於救災，房屋沒有倒的去

幫助房子倒的，婦女們輪流煮東西大家一起吃，在這

樣十天半個月裡，根本沒法想太多，也沒有想到政府

會來，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在政府很快來了，

討論幾次後大家希望能優先搶救道路橋梁。這部分搶

救得很快，感謝政府。

在公共設施重建時才開始想，受災戶要遷到哪

裡？有些人願意搬下山，有些人希望在舊地找一個安

達娜伊谷  莊信義

達娜伊谷是社區經營的收費生態園區，鯝魚的故鄉，

也是水利生態復建成功的代表。

（請點選觀看）

莊信義

採訪影片

全的地方，剛好有一小塊地，可以安置 31戶，其他
人就要遷到別地方去。這段過程，當然也免不了有抱

怨，有人說山美村被撕裂。說實在的，這也是沒辦法

的事，誰不知道你們不願意，但是政府能做的就是如

此。我們共同度過了這段艱苦的歲月。現在還有沒有

抱怨？沒有了。我們應該要謝謝，看看全世界，只有

台灣有這個愛心與決心，如果沒有這麼多單位關心我

們，怎麼可能有這個重建。

謝謝這麼多善心捐款，謝謝政府，才能有茶山的

橋，新美橋，還有山美橋，都是要上億的經費，我們

可說是因禍得福。

永久屋，要感謝主，我們本來可能一生都不會

有這樣的房子，我們真的是被祝福的。永久屋裡有冰

箱、洗衣機、床、還給你六萬塊，還有鑰匙，怎麼會

有這麼好的事。一棟這樣的房子，恐怕很多原住民

奮鬥一生還買不起。這些一點一滴，都是台灣人的愛

心，大家的捐獻，回過頭來是滿懷的感謝與感恩，十

年了，現在族人們最想說的是：「謝謝！」

Reconstruction after Typhoon Morakot : Achievements and Refl ection 
on Its 10th Anniversary (V) – Revisit the Disaster Areas after Ten 
Years Reconstruction

(五)

莊信義，鄒族，原山美村村長，和當時擔任社區發展

協會之安麗花理事長，帶領重建，活絡經濟。

https://youtu.be/0stitnuKd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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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觀看）

大愛園區是第一個永久屋園區，共 1,006戶，分為四區，第一個完成

的就是「小愛小林」，其他三區分別是漢族、魯凱族、布農族、卡那卡那

富族混居。另外有國小、活動中心等多樣公共設施。在建造杉林大愛永久

屋期間，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數千名的志工接力付出，他們來自於各行

各業，從事設計、土木、裝潢、水電等，短短的三個月內，合力達成幾近

不可能的目標，讓災民能有安身立命之處，見證了人類同體大悲的大愛，

故取名為「大愛園區」。

此由慈善團體慈濟來提供完整的重建，重建考量尊重居住人民的傳

統、宗教信仰，重建園區的生活機能、依照居民災前的習慣採自由經濟的

管理。隨著人口的成長、新災民的加入，或許必須要再有預留多些空間。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這個天災是上帝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功課要去

面對，活著的人與死的人，其實活的人留下來更加

艱辛，有時候感覺是生不如死。我們逃出來的時候

只有疲憊的身體跟低落的心情，因為家人都不在

了。坐直升機下山看到陵線都破壞了，心情非常沉

重，這個山、這個故鄉，到底還可不可以住啊？也

許是神的旨意，也許是您的安排，讓我們活著的

人，要去面對一切。下來之後發現，慈濟大愛的關

愛陪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安置，那個過程裡面，

感恩啊！

大愛園區要安置不同的族群及宗教，像下棋一

樣要各個突破，過程中先遊說各長老、族長同意，

林俊雄，綽號黑熊，布農族，南沙魯

人，基督徒，在八八風災中，親人 14
人全數罹難。因為大愛為慈濟所興建

，參加慈濟行列，投入重建工作，也

是大愛園區的環保義工。

林俊雄

採訪影片

再融合原民會、不同宗教等各式團體加入，以誠懇

的態度溝通。像南沙魯就還有 10%的族人不下山
來，其實這樣也很好，可以繼續保留部分部落在那

裏。一開始大家都很掙扎，慢慢說服大家才接受。

蓋永久屋更是大家合力，以工代賑，一起完成的。

我們突破了歷史，現在可以說，在這裡大家能夠互

相欣賞，互相包容。

山上的一棵樹要移到平地，需要考慮氣候土壤

等，何況人是有思想的，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戰。那

個時候我聽到慈濟一句話：「人在那裡，文化就到

那裏。」這句話讓我打開心結，我的心才漸漸安定了

下來。感謝主、佛陀、慈濟、政府，在這塊土地付

出，讓我們能夠生根。十年了，樹長大了，人也適

應了。歡迎大家來大愛村，看看生命的故事。

大愛園區  林俊雄

大愛園區空拍

https://youtu.be/5nyb2Esl7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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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里  林彩娥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提到 98年令人心酸，一場天災把我們前半生
的心血都沖垮。當時我們心裡很慌，下山時坐直升

機，只穿著雨鞋，什麼都沒有帶就出來了。先到寶

山國小再到山下住高雄天主堂兩個禮拜，然後又被

帶到陸軍官校，在那裡住半年多，當時沒有工作只

能做八八零工，勉強有點收入。但是人實在太多

了，生活的環境不是很好，很多人不適應。等大愛

園區蓋好，我們就進住。對我們原來是做生意的人

來講，本來有答應我們會有店面的房舍，讓我們可

以繼續做生意。但是後來並沒有，我就在巷口擺

攤。後來擺到大愛村的希望廣場，農家越集越多，

擺攤還要篩選，並要加入協會，也就是觀光協會，

生意算是不錯。遊覽車來的時候，我們會跳迎賓

舞，走的時候也會送客，觀光客都會買我們每一個

不同的農家產品，後來成立管理委員會，叫我們遷

寶山里

來自桃源區寶山里的林彩娥（布農族），自民國 88年就開始研究咖

啡，山上海拔 1,500公尺有日本人遺留下來的野生咖啡園，從採收，一粒

粒手工剝皮，用鍋子炒，再用手磨豆，找人試喝，一路摸索。她和先生

在山上經營民宿及賣咖啡，生活相當不錯。她描述八八風災從山上撤退

一直到在大愛生活的情形：

林彩娥

採訪影片

出大愛村，到杉林國中旁邊的商店街去。那邊開始

的時候都是空空的，沒有電，還要繳押金、管理費

等，在園區外面的旁邊，生意就不是那麼好，因為

客人來的時候都是直接到希望廣場，而不是彎去旁

邊，現在裡面人已經很少，大家都只是撐著。

想要說的是政府花了這麼多錢做事，應該要先

好好規劃。像大愛裡面的文化館，蓋得那麼大，也

沒有使用，想要在裡面辦喜事也沒有辦法租，那要

那個有什麼用？希望能有重新再規劃的機會。

我們原本做生意的地方【藤枝森林遊樂區】，今

年恢復試營運。我們的部落寶山里，是高雄最好的

地方，四季涼爽，有農場、製茶廠、咖啡農場，目

前還缺一些設備，如公廁，還有水。寶山里是高雄

的後花園，可以成為觀光景點，聽聽我們部落的聲

音就會知道該怎麼做。

2019年的楠梓仙溪與那瑪夏

（請點選觀看）

https://youtu.be/yaMYo2pWZ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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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村  翁瑞琪 小林村  林建忠 小林村  李錦榮

小林村

小林村，平埔族部落，風災重災區，462位小林

村村民遭土石掩埋。後在五里埔小林建有紀念公園、

公祠、平埔族博物館、活動中心、省親會館、公廨

（祖靈祭拜所），原村民現分居五里埔小林、日光小

林及小愛小林三處。五里埔為尊重災民意願之原地重

建，並建立紀念園區一方面警惕世人尊重自然，另一

方面讓受苦的民眾的心情有所寄託。

翁瑞琪

林建忠

李錦榮

採訪影片

現任里長

五里埔小林重建代表

小愛小林社區理事長

從事生薑種植買賣

八八風災時社區理事長，

與林建忠兩人帶領村民逃離

小林村，其家人多人受難

小林紀念公園

小林公祠

小林公廨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翁瑞琪理事長

小林村重建當時，部分由紅十字會與重建發展

協會的蔡松諭接觸，一開始就是提議回五里埔。在

大愛園區裡面也設有小林村，預備有一百多戶。在

吳敦義副總統第一次來時，我、林建忠和鄉長一起

陳情，希望如果超過五十戶就幫我們建一個村子，

也就是現在的五里埔小林村。

林建忠里長

這裡的建設，因為過於趕工，想要盡速有效率

的重建，成為一個模範村。在趕工之下，不少設施

蓋得不好，水溝不平，無法排水，蚊蟲叢生，還有

漏水等，品質不好。

李錦榮理事長

我選擇住慈濟是因為山上都被破壞，政府說要

養山，所以不能住了。此外，我年紀大了，以後去

醫院比較近。其實我們還有能力耕作，如果有農

地，我們就能生活。政府原本口頭承諾要給我們兩

分地耕種，後來郭台銘推廣有機農場、網室栽培，

聽起來也是很好，但是他們說輔導三到五冬後，就

要撤走，中間盈餘會留給災區。現在十年過去了，

沒有耕地給我們，實際上，小林小農在永齡農場的

應該不超過十人。

原來設在大愛園區的小林村，那區叫小愛，也

因為主事者的紛爭，一直拖到很後期才建。也因為

是分期施工，環境就有很大落差，設施不全，無人

管理，又是等到吳敦義要視察，才趕工完成的。

事情已經過了。如果未來又發生不幸，希望把

小林村的過程拿出來檢討，不該發生的事情不要再

重演，這樣我們小林的犧牲就有價值了。

翁瑞琪理事長

我們對於重建條例也是有不滿，紅色警戒區的

居民與受災戶一視同仁，並以人口數目分配資源，

這樣很不公平。我們受災戶很多親人已經不在了，

不可以用人口數來分配。此外，政府有善款，申

請要寫計畫書，結果會寫的人都領走補助，我們受

災戶不會寫的反而申請不到。永久屋的分配，入住

金、搬遷費，都是以人口數分配。全台灣永久屋共

三千多戶，真正受災戶大約佔三成，其他都是紅色

警戒區或其他。這些愛心捐獻的資源，應該要優先

分給災民。把受災戶和其他人分開才對。

重建之初資訊紛亂、意見分歧，往往造成事倍功

半，由公正客觀的資訊中心或者團體來提供完整正確

訊息，是非常重要的。

（請點選觀看）

https://youtu.be/0r2dw-i2j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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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其實在莫拉克之前，居民就有零星種植咖啡。

但莫拉克之後，我們安居了，就要能夠樂業，需要建

立產業重建的主軸，經過居民討論之後決定繼續發展

咖啡。一個部落在重建時所定的產業主軸發展，到了

後期有的會有變化，有的就能持續。我們吾拉魯茲

就是很堅定的，一心一意的要發展咖啡產業。首先，

我們在政府協助下，包括重建會、勞動部、以及原民

會等，投資設備及師資，推展培力就業計畫，就咖啡

整個產業鏈，包括生產、製造、銷售，所需要的人才

做全面性的培養，因此造就不少年輕人返鄉或是其他

部落移居來吾拉魯茲。現在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的員

工，九成五是原住民青年，八成來自我們大武山，平

均年齡 35歲。經過這十年努力，我們合作社已擁有
五張國際杯測師執照（全球四千多張）、及四張咖啡

後製師執照，2017年屏東咖啡烘焙賽冠軍就是由我
們合作社出來的，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已經

達成階段性任務。下一個階段就是提升人才，用國際

的標準，跟國際接軌。

有很多人問我，這麼多人想來做咖啡，會不會有

彼此之間競爭的問題。咖啡是全球除了原油以外，第

二大產值的標的物，他的量非常大。我們希望讓原住

民有更多收益，改善經濟生活。在這個過程當中比較

重要的，就是產業定位，及自己地區的定位，以及目

標客群。我們吾拉魯茲比較不同的一點，就是說我們

是以國際的標準來看我們的部落產業，我們重點放在

怎樣定位，怎樣跟消費者溝通。我們的規劃，第一階

段把咖啡的生產製造銷售建立起來，第二個階段就是

發展其他的物產及文創產業，例如泰武鄉嘉興村的木

雕。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最終，就是旅遊產業，可以

是大武山生態旅遊、專業的咖啡旅遊、或是農特產咖

啡及文創產業旅遊等。這樣產業的一個完整的投向流

程，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也就是以咖啡為核心來

做專業的導覽跟旅遊。

再來講永久屋，吾拉魯茲是入住率最高的部落，

我們部落也很特殊的擁有第二期工程，如果大家對生

活不滿意，是不會想要擠進來。吾拉魯茲是一種新的

部落融合，雖然舊部落是在大武山上，但是我們現在

已經在這裡安定了，吾拉魯茲是我們的根，是新的部

落核心所在。當然中間歷經過定位問題、傳統文化的

傳承、產業發展的討論等等。在 10年後的今天回頭
去看，我相信吾拉魯茲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在我

們談話的同時，我們的部落青年會也正在吾拉魯茲部

落咖啡館的二樓開會中。我們只是身在不同地方，

我們的心對傳統文化的保存，會有一個符合現代的做

法。我相信對於傳統文化的保存並不會造成衝突，也

不會有斷層的問題。

吾拉魯茲部落

吾拉魯茲部落有產業館、活動中心等，在居住環境完善之外，重視部落求生

技能發展、產業經濟自主，利用部落優勢，引進國際資訊，與社會接軌。其產業

館為有機咖啡館，泰武國小同時遷移至此。

華偉傑

採訪影片

華偉傑，排灣族，原住大武鄉，留英博士。

致力推動吾拉魯茲咖啡產業，為產業重建成功代表。

吾拉魯茲  華偉傑

吾拉魯茲部落咖啡館

被日本土木學會譽為全世界最美的小學─泰武小學

（請點選觀看）

https://youtu.be/063yg5MJu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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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巡禮  重建回顧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好茶村在 98年莫拉克來之前，96年就已經面臨
過大水災，淹沒了部落的 1/5，因為多次淹水，我們
是已先有遷村計畫。當然，沒有人願意離開家鄉。

但是一旦家鄉安全出了問題，在保護自己族人財產

跟生命的安全之下，就必須考慮離開那個地方。

98年的 7月底，我們收到行政院公文，遷村案件已
經核備納入專案，遷村終於邁前一大步。沒想到，

才沒幾天電視報導有大颱風要來了，我又召開一次

部落會議，要求大家一定要全部撤離完畢，不允許

再有任何人上電視、上報紙。感謝大家都聽到了，

感恩我們的全部撤離，在 8月 8日的莫拉克風災，
全村人都平安，感謝上帝。雖然我們所有的財產一

切，在霎那之間歸於天國，但是人在就有機會在，

我們可以重新歸零。在隔年 99年 12月 20日入住到
禮納里時，我就宣告三件事：(1)希望大家卸下心中
「災民」兩個字，我們不再是災民了；(2)我們現在
這個家屋，是全國同胞 10塊、100塊、1000塊的錢
捐來的，我們要保持感恩的心來看部落以外的每一

個人；(3)不要有自卑感。我們現今居住的環境，若
是在台北，每戶都是億元的房價，所以我們都要有

居住在億萬富翁等級住戶的信心。當我們去除了災

民的心境，並隨時保持感恩的心及對自己堅定的信

心，我們一定可以，重建我們美麗家園。

在遷村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爭執及問題。我告訴

大家，在我的帶領之下，不允許有任何抗議行為。有

禮納里有三部落，好茶部落（霧台鄉）、瑪家部落（瑪家鄉）及大社部落（三地門），還有

長榮百合國小、產業館等。重建初期的設定，即有考量原住民族傳統，地點選取經過適當的討

論，更有部落居民參與建造，符合各個族群之需要。因為地點位於三地門，屏東重要的原住民

觀光景點，加強營造部落的獨特優勢，開發潛在的觀光資源，增加就業機會，開發部落經濟。

陳再輝

採訪影片

人說為什麼不能抗爭，是不是你比較弱？我說不是，

我是採取溝通協調的方式，採用說服的方法。現在我

們這裡什麼都有，圖書館，會議室，還有兩個籃球

場，辦公室有社區發展協會，有衛生所辦公室，可是

別的部落一個都沒有。

10年光陰，轉眼就過去，回首過往，有許多感謝
的人、敬佩的人，他們將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裡。但

是，如果再重來，或未來有類似的情況時，我們有些

建議，第一點，在土地規劃時，要把景觀的資源帶進

來，不要只有房子建築。第二點，要考慮到生活，例

如公墓及耕作地的問題，就是目前比較頭痛的。

同時，很高興看到我們的文化回來了。年輕人回

來，開始學母語，願意參與部落，了解部落的文化。

我們的房子每戶門前，都有繪畫或意象講述自己家族

的故事，我們是一個會說故事的部落。

陳再輝，魯凱族，現任霧台鄉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當年為好茶村遷村領導人，本身

為代書，對禮納里的種種，非常瞭解。

禮納里  陳再輝

禮納里

（請點選觀看）

https://youtu.be/4KCbHWp4i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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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莫拉克颱風災後十年之重建成果及省思（五）

　　　　　　（節錄部份採訪內容）

東埔地方的主要道路，98年時叫投 60線，現
在已改為投 95線，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在三公里、及
六公里處，就是明隧道。風災前就常坍方，大型遊

覽車通過相當危險。八八風災時更嚴重，整個坍下

來，不僅遊客不能來，所有的東埔的居民及農產品

物資都沒法出入，相當緊急。有足足一個禮拜，靠

直升機運送補給品及人員，海鷗直升機最後好像班

機，一天要跑好幾趟。重建處很快發出公文，邀我

們在地人一起討論如何重建，大家討論後決定要做

這個有代表性的日月雙橋，日月雙橋有個困難處，

就是中間的橋墩在原住民的私有地，我就出面和其

他熱心老百姓去跟原住民地主溝通討論，所幸獲得

原住民地主同意。為了增加原住民元素，陳振川執

行長特別撥三百多萬讓我們去設計，如何讓橋更有

地方特色，一邊做一個太陽、一邊做一個弓箭，拱

東埔溫泉是日據時代就非常有名的溫泉。重建時所新建日月雙橋已成為地標景觀，商圈更加熱鬧。

公共工程電子報曾報導：「東埔日月雙橋展現了安全堅固、效率、人文、環境景觀、美化與故事，將災

後溫泉社區和東埔部落人心連在一起，是工程之極致，也是我們給生硬的工程一個美麗溫暖的生命。」

花絮

黑熊報喜

後記

羅金財

採訪影片

黑熊報喜

形橋上有布農畫曆，節慶畫於橋墩，當有觀光客參

訪時便可告知此故事。我們的善款很多來自對岸，

就在橋墩旁做了一雙手上下放，意指兩岸一家親。

這些元素在金質獎解說時，委員們皆點頭稱許，

這座橋更得到公共工程委員會金質獎的榮譽。重建

工程也同時促進國家的進步，以前颱風來襲路就不

通，現在不會了，真正造福了地方及人民。

重建後大家都有重生之感，講到十周年使人懷

念，好在過去很快的下定決策，利用善款來做這些

事情，大家全力配合，九個多月的時間就蓋好這個

橋。這中間，漢人與原住民努力溝通，居民團結

一致，政府快速因應及考慮在地特色，是成功的關

鍵。我看到報紙，陳執行長為重建一年都沒休息，

真是不簡單。也是靠像李處長這樣的無名英雄奔

波，重建才會有今天的成果，感恩！

羅金財，2009年擔任
東埔旅遊促進會理事

長，為八八風災重建

溝通奔走，是促成東

埔復建成功的功臣之

一！

東埔沙里仙  羅金財

在採訪開始前，黑熊唱詠一段

報喜，他以渾厚的歌聲向祖靈

報告我們的到來，歡迎我們。

東埔日月雙橋

莫拉克十年特輯的完成

感謝陳振川教授撰文，詳盡

紀錄重建的過程及艱辛。本

篇三位作者利用三天時間，

開車跑了 1,200公里，大半

個莫拉克災區，訪問幾位代

表人物，希望了解當年災民

的感想，以及他們現在的狀

況。令人欣慰的是，重建成果斐然，除了安全有保障，居民也大都安居樂業。

重建之路也是前進之路，台灣是個美麗的寶島，還有很多政府、民間企

業、NGO團體以及在地人民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讓我們繼續努力，讓關懷

與愛在台灣一直持續下去。

倪惠姝秘書長、黃義傑導演、羅金財理事長及
李延禧處長於採訪結束合影留念（自左到右）

水
利

土
木

工
程

學
會

（請點選觀看）

（請點選觀看）

https://youtu.be/6yq9fKxl-wE
https://youtu.be/vgy2dfGwq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