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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發基金會
莫拉克風災救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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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概況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帶來了50年來罕見的

暴雨，許多地區在一天之內承受了近1年的雨量，也造成了南部地
區縣市大淹水，甚至發生嚴重土石流，吞噬了許多家庭，帶走數百
條人命，對於台灣社會造成不可抹滅的傷痛。

風災發生時，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總裁非常震驚與難過，那
段時間他密切掌握災情，指示集團陸海空事業體全力投入救災，張
榮發基金會統籌指揮工作，第一時間募集5.64億新台幣，並調派人
力前進災區訪查，提供GORE-TEX救難軍靴、免費機位、無限量供
應餐盒及各式物資29萬件，給予受災鄉親及救災單位最有力的支
持與協助。

安頓期間投入中繼屋運補，長期發放生活扶助金，重建期間認
養南投水里永久屋，看到鄉親謀生困難，也邀請集團專業單位，輔
導3個基地產業重建，希望他們可以安居又樂業，另外在重建會、
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媒合下，認養五所受災學校，贊助教育活動，最
後在各重建區辦理音樂會，將關懷拉升到心靈層次，撫慰無數鄉
親。

當然其中也面臨諸多困難挑戰，技術層面、法規面、甚至人為
因素的干擾，所幸長榮集團發揮企業執行力，加上公、私部門協
助，陸續完成這些不可能任務，過程中看到鄉親笑顏逐開，踏出步
伐迎向未來，孩童安心就學的畫面時，就會覺得這一切的努力都是
值得的。

今天重建區所綻放出來的生機，是台灣社會大家共同攜手面對
困境的成果，張榮發基金會投入援助這段過程，正是台灣公益團體
投入重建的縮影，也是台灣精神的最佳典範-悲天憫人、發揮專
業、全方位關懷。



3

http://www.cyff.org.tw/servlet/PUF1_ControllerServlet.do?lang=zh-
TW&menu=CRTY_DTE&func=MONEY&action=VIEW_FILE&fileName=PDT1_ECY
F_88_Donate_Status.xls

備註1：所有交通等行政費用由基金會自行吸收
備註2：相關明細請連結

564,425,551 支 出 合 計

242,600 冷氣一批急難救助(物資)

564,182,951 專 戶 小 計

511,572,452 學校與當地之生活、
教育相關建設

災後重建設施(專
戶)

9,977,900 
提供災區學童教育經

費
教育扶助(專戶)

25,522,560 提供災民生活所需生活扶助(專戶)

17,110,039 提供災民急難所需急難救助(專戶)

支 出 金 額(元)說 明項 目

所得財物使用情形所得財物使用情形所得財物使用情形所得財物使用情形

564,425,551 收 入 合 計

242,600 冷氣一批勸募收入(物資)

3,419,956專戶利息收入募款收入(專戶)

4,411,906 國外收入募款收入(專戶)

556,351,089 國內收入募款收入(專戶)

收 入 金 額(元)說 明項 目

勸募收入說明勸募收入說明勸募收入說明勸募收入說明

收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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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物資品項數量統計

293,469總計

24包含電熱水器、電纜、廁所及體能遊戲
器材修繕工程…等

學校設備
修繕

1,000GORE-TEX透氣防水特戰軍靴GORE-
TEX軍靴

87包含冷凍櫃、一般櫃貨櫃

672客貨機運輸、貨櫃車運輸…等運輸

694包含電腦、電腦桌、辦公桌/椅、書
櫃、折疊椅、研習桌、冷氣等辦公設備

7,727包含手電筒、電池、小型發電機等電力照明
設備

48,894包含手套、掃把、口罩、消毒水、漂白
水、垃圾袋…等清潔用品

123,271
包含毛巾、牙膏、牙刷、休閒服、寢
具、尿布、泡麵、罐頭、礦泉水、調理
包、雨衣、衛生紙、奶粉…等

民生用品

111,100餐盒(油飯、雞腿便當)、麵包食物

數量(盒/件/雙)品項物資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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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山達基教會、紅十字會、六龜寶光建德
神威道場、台大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立委陳
瑩、同心協力藝人義演團、佛光山救災中心、佛光山
醫療隊、白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陸軍航空特戰指
揮部及部分災民……等

28個民間
救援單位

1.嘉義縣：陸軍機步200旅中庄營區、番路鄉大湖活
動中心

2.高雄市：鳯雄營區、仁美營區、陸軍官校、工兵學校
3.屏東縣：枋山加祿堂營區、高士托兒所

8大收容安
置中心

1.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
2. 台南市：大內鄉公所、西港鄉公所
3. 高雄市：旗山鎮公所
4. 屏東縣：西港鄉公所、林邊鄉公所、崁頂鄉公所
5.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金峰鄉公所
6.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7.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7縣市政府
11鄉鎮公
所

1.台南市：大灣、北門國小、北門國小玉湖分校、崑
山、蚵寮、錦湖、篤加國小

2.屏東縣：佳冬、高泰國中、塭子、來義、竹林、三
地、長榮百合、烏龍、惠農、潮東、佳冬
等53所國小

3.高雄市：桃源、寶來國中、六龜高中、民族大愛國小
4.嘉義縣：大同、山美、中和、瑞峰等34所國小
5.雲林縣：樟湖生態中小學
6.台東縣：朗島、三間國小

100所
學校

受益單位類別

受助單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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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1月30日落成啟用，工程經費總計1.71億元，
成為偏鄉地區優質的中小學創新基地，結合臺灣生態
資源及棲地景觀等，成為環境教育中心，延續教育部
十大特色經典小學榮耀。

雲林縣古坑
鄉樟湖生態
國中小

101年5月18日落成啟用，工程費用總計1.5億元，基
地面積1.2公頃，是一所回應部落需求的特色小學，成
為凝聚家庭與部落的橋樑。

屏東縣
長榮

百合國小

101年4月27日落成啟用，工程費用總計4,800萬元，
大樓經校方主動命名為「長榮日出大樓」，象徵帶給
蘭嶼學童教育新希望，擁有如旭日東升般的未來。

台東縣蘭嶼
鄉朗島國小

長榮
日出大樓

100年12月13日完工落成，工程費用總計8,000萬
元，校方特命名為「長榮教學大樓」，也成為六龜地
區民眾災難來臨時的「避難方舟」。

高雄市
六龜高中
長榮教學
大樓

100年3月30日完工落成，工程費用總計1,400萬元，
負責修繕校本部校園設施，另協助內社分校專科教室
基礎掏空地質改善工程，費用計40萬元。

屏東縣
來義國小

99年11月12日完工落成，工程費用總計5,100萬元。
永久屋基地面積748坪，戶數規劃18戶，於社區採三
合院式的配置，有中庭空間提供休憩功能，共有A型
（2人以下家庭）、B型（3〜5人之家庭）、C型（6
人以上之家庭）三種房型，為透天式一到三層住宅。
住宅外觀色系採紅白相間，整體外型美侖美奐；結構
達到防風、耐震、防火之需求；衛浴使用省水標章的
設備，燈光採用T5節能燈具，中庭舖設透水磚，並裝
設太陽能熱水器，以落實節能減碳、資源再利用之綠
建築精神。

水里永久屋

工程說明工程名稱

援建工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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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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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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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發總裁指示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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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期賑災期賑災期賑災期 安頓期安頓期安頓期安頓期 重建期重建期重建期重建期

成立組織救災團隊，依搶救時間區分賑災期、安頓
期、重建期。

援助規劃及緊急因應措施

基金會災區訪查員投入超過300人次數，內勤人員
也提供每日無休的服務，集團各公司同仁齊力投入
救災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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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期間賑災期間
1. 鎖定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受災嚴重縣市，

訪查人員分組進行災情蒐集，每2小時回報災情狀況及所需基
本民生物資，另一批支援人員待命出發。

2. 後勤人員備妥物資即刻送往災區，期間供應長榮空廚製作的餐
盒、麵包及油飯，提供長榮國際π礦泉水，全新衣物、毛巾、
牙膏、牙刷、免洗褲(襪)，讓災民能維持基本衛生，緊急空運
Gore-tex防水軍靴、加速搶救效率，緊急提供辦公室設備，恢
復公所服務災民能力，提供尿布、泡麵、罐頭、調理包、雨
衣、衛生紙、嬰兒奶粉等民生物資給受災災民。

3. 長榮集團總動員，立榮航空提供災民、救難人員及緊急物資，
長榮國際儲運協助大宗物資運送，迅速將物資送達受災民眾手
上。

安頓期間安頓期間
1. 持續派員掌握災區需求。

2. 提供72只20呎貨櫃，進行防波堤修補工程，維護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提供手套、掃把、口罩、消毒水、漂白水、垃圾袋等
清潔用具，清理家園，避免疫情爆發，供應手電筒、電池、小
型發電機等電力照明設備，滿足偏遠地區臨時用電，裝設冷氣
讓安置中心之災民舒緩酷夏炎熱，提供床墊讓災民睡的更安
穩，供應休閒娛樂器材，讓災民暫時忘記煩惱，另運補電腦、
電腦桌、辦公桌、辦公椅、書櫃、折疊椅、研習桌等設備，協
助學校如期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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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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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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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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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集團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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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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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GORE-TEX救難軍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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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量供應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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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式救助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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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式救助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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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式救助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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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心靈贊助中秋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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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效益
救援物資分送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縣等所有區域。
總受益人數(包含受災災民及各界救災人員)達15萬人次；受益單位
包含7個縣市政府、11個鄉鎮公所、100所國中小學校、8大安置營
區及28個民間救援單位。
投入救援物資有132項，件數將近29萬件，提供餐盒8萬6,100份，
麵包2萬5,000個，π水(礦泉水)7,200瓶，捐贈貨櫃計72只，運送
133車次，客貨機22班次…等。

海運系統
長榮海運：提供各型貨櫃
長榮國際儲運：物資運輸

航空系統
長榮航空：物資運輸
立榮航空：人員及物資運輸
長榮空廚：餐盒、麵包
長榮空運倉儲：物資儲存
長榮航勤：協助物資運送及辦公桌椅清潔

國際系統
長榮國際：π礦泉水、電腦提供、重建永久屋及校園、

專業人力支援、災區攝影
長友營造：重建永久屋及校園
長榮國際機電：機電設備、技術支援
長榮桂冠酒店：提供救災人員住宿特別優惠
長榮物流：協助國外物資緊急進口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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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期間重建期間
1. 辦理「扶心安家、就學安心」專案，於災後派遣訪查人員

深入災區貧困家庭及學童給予關懷、慰問，並補助約400
個家庭及1,300名學童，期間長達4年，金額1,400萬。

2. 辦理「閱讀，看見希望」捐書活動，希望學童藉由閱讀來
累積知識與能量，借助書籍的力量，幫助災區的學童，治
療受創的心靈，以堅定的信心，面對光明的未來。目前贈
送書籍達10萬本，受益國中小學達百所。

3. 辦理「航海脫貧」講座，提供災區孩子職涯訊息，自力脫
貧，贊助災區學子「陸海空」職涯體驗活動。

4. 贊助教育活動，包含民族大愛國小海外音樂交流，拓展視
野，長榮百國小、朗島國小開學及參訪所需，提供災區學
校教學設備，補助多所學校營養午餐。

5. 提供教育資源，拍攝援建各校紀錄片「重生」，致贈學校
留存，並於各場合公開播放，讓孩子及社會大眾學習如何
面對天災，堅定信念浴火「重生」。

6. 辦理「心靈關懷音樂會」，風災造成台灣各地許多生命財
產損失，本會力邀長榮交響樂團舉辦音樂會，撫平受災者
的傷痛並讓心靈獲得安慰，重新再出發。

7. 捐建南投縣水里鄉18戶永久屋。
8. 校園重建工程5所
9. 辦理屏東禮納里部落、台東金峰鄉、南投水里鄉產業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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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長期生活扶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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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心勇敢飛，閱讀看見希望」
張榮發基金會與聯合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2009年9月17

日贈與高縣災區學校4千本書籍；聯合報、世界日報並共同捐贈
4100萬元，希望能讓學童們增加閱讀資源外，也能協助受災學
校圖書工程設備重建工作。

捐贈儀式17日在高雄市府簡報室舉行，包括縣長楊秋興、
長榮集團管理總部副總經理聶國維、張榮發基金會執行長鍾德
美、聯合報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項國寧、紐約世界日報社長張
漢昇、兒童文學作家桂文亞及災區學童代表與會，而會後學童
不僅聆聽桂文亞講兒童文學故事，同時演唱「小野菊」感謝貴
賓善心捐助。

辦理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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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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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贈書活動



33

為了讓阿里山鄉鄒族部落弱勢孩子走出風災，快速脫貧自
立，張榮發基金會辦理航海脫貧講座，特別邀請長榮海運張衍
義船長2013年3月31日南下嘉義，幫「夢想之鄒志工團」輔導
的學生上課，除現場示範規劃航行路線，也分享從事海上工作
心得，帶給孩子更多未來職涯的憧憬。今年準備拼大學的薛宇
翔同學表示，從小就嚮往海洋生活，以往長輩總說「討海人」
沒出息，聽完船長解說後徹底改觀，尤其商船船員可走遍世界
各地，增廣見聞，未來更可轉任領港、驗船師等，直呼「好想
要當船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新美、茶山鄒族部落沿線因無國
中，學童唸完國小，就要離鄉背井到山下就讀；不只家長需額
外負擔子女外出求學費用，也無法就近關懷課業及心智成長。
尤其莫拉克風災大水重創地區觀光，導致居民經濟狀況雪上加
霜，讓子女求學之路更加漫長。

為協助原鄉子弟補強課業、建立信心、探索世界，張榮發
基金會幫忙這群鄒族學生打造阿里山腳下的夢想教室，提供
「夢想之鄒志工團」年度課輔所需軟硬體設施，辦理職場體驗
慈善活動，並贊助小朋友最喜歡的「手獵飛行」徒步環島活動
經費，讓孩子從旅行中體驗，彷彿參加一場成年禮，將感動的
生命烙印在記憶裡。

辦理航海脫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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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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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登富比士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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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社服中心輔導弱勢學生，於2013年8月28、29
兩日參訪長榮海事博物館、長榮航空訓練中心及至長榮桂冠酒
店(基隆)管家達人見習，以陸海空職涯體驗，提供孩子更多選
擇。

高雄市六龜區於風災期間觀光資源遭到破壞，謀生機會減
少，許多家庭經濟壓力變大，社服中心為使照顧的六龜、甲仙
地區弱勢學子靠教育脫貧，遂向張榮發基金會提案參觀陸海空
其中一事業體，希望拓展學生職涯視野，沒想到基金會全部答
應，讓中心非常意外。

28日當天，同學雖然經過長途奔波神情略顯疲憊，但一到
海博館就被豐富的館藏吸引，也欣賞「大船入港」影片了解船
舶運作實況。此外基金會更邀請長榮海運現役船長做簡報，談
到船員的工作環境和薪資待遇，一位魏姓女同學發言：「好想
當船長，因為可以賺很多錢」。

晚間一行人也住宿長榮桂冠酒店(基隆)，隔日上午飯店特別
安排管家達人見習，讓同學們親自送餐服務，親手下去鋪床整
房，讓未來有心從事餐旅服務的學生收穫良多，接下來同學也
至長榮航空訓練中心，接觸模擬機艙等設備，也正好遇見空服
員在做送餐服務的訓練，黃同學表示：「好喜歡空服員姊姊，
因為她們送餐的樣子好酷」。

同行的六龜社福中心李冠諭老師也表示：「感謝基金會風
災後長期補助受災學生，援建六龜高中長榮教學大樓造福地
方，這次又招待這麼豐富的旅程，六龜的孩子真幸福，也更有
夢想未來的勇氣。」。

走出走出走出走出88風災風災風災風災-幸福所在幸福所在幸福所在幸福所在，，，，夢想未來夢想未來夢想未來夢想未來
六龜社福中心弱勢學生參加六龜社福中心弱勢學生參加六龜社福中心弱勢學生參加六龜社福中心弱勢學生參加

陸海空職涯體驗陸海空職涯體驗陸海空職涯體驗陸海空職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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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時因校舍嚴重毀損，遷校至杉林大愛園區的民族
大愛國小，兩年前成立巴楠花合唱團，透過歌聲傳承原民文
化，展現逆境向上的能量，曾獲全國南區合唱比賽優等佳績，
該團昨前往越南參加音樂大賽，與七個國家、九組隊伍較勁，
希望能奪下好成績，光榮返國。
「巴楠是布農族語，意指芒草，象徵台灣人的韌性及原住民

的祈福！」校長張新榮表示，此次出國比賽的共有卅位小朋
友，除了一個小朋友擁有越南護照，廿九個小朋友都是第一次
出國，此行主要是讓偏鄉小朋友有機會出國，體驗不同的國情
文化。
張新榮指出，此次獲邀參加第三屆越南會安國際合唱大賽，

出國費用高達百萬，但因偏鄉多屬弱勢家庭，獲得張榮發基金
會等多個民間單位善款援助，讓小朋友能如願出訪越南會安
市。
合唱團的小朋友昨在師長帶領下，搭上飛往越南的班機，興奮
之情全寫在臉上，張新榮說，合唱團的小朋友都是在八八水災
後，跟著大人下山遷居的受災戶，小朋友們的歌聲中，展現出

走過逆境向上與自信的能量。
比賽結果出爐，大會評審民族大愛國小為第二名銀質獎，

44名參賽人員昨晚返台，留下一段難忘回憶 。

贊助巴楠花合唱團越南國際合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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