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議編號：

內政部
「莫拉克重建區社區培力永續發展計畫」

全程期間：自 102 年 1 月至 1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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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依據
一、莫拉克颱風所造成人員與設施的傷亡災害，為歷年罕見，面對這場災難，
政府結合來自中央與民間的力量立即展開救援，對於災後生活重建工
作，也透過多方位的推動，整合民間福利服務資源辦理，從災害初期的
緊急救援，到評估災後居民的需求與問題、落實重建服務計畫，整合社
區資源提供服務，協助民眾儘速重建家園、回歸正常生活，鑒於災害為
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培力社區自主重建力量，追求社區永續發展
目標與災變管理已成為當今政府施政所應重視的議題之一。
二、內政部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9 條規定訂頒之「莫拉
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委託民間(18 個團體)設置 27 處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重建特別預算編列經費 4 億 6,905 萬元，分 3 年(99
年~101 年)執行，因委託專業服務屬階段任務，為建立階段任務完成後之
轉銜機制，內政部自 100 年度起將社區組織培力納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重點工作考核指標並加強宣導，考量永久屋基地新興社區成立初期及重
建區居民參與之多項公共事務尚待推動，而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培力
非短期間即可完成，為因應 102 年起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轉銜規劃，擬
提報 102-103 年度延續性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本計畫為因應 102 年起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轉銜規劃，協助地
方政府順利承接重建區生活重建工作之推動，補助地方政府自辦
或結合原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繼續運用既有服務資源量
能，持續培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加強參與公共事務，建立社
區自主重建力量，以早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目標。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因「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自 101 年 8 月 28 日起停止適用，
內政部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規定訂頒之「莫拉克
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委託民間團體設置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係以重建特別預算編列經費 4 億 6,905 萬元，分 3 年(99
年~101 年)執行，委託專業服務屬階段任務，縣（市）
、鄉（鎮、市）
之相關福利經費補助，自 90 年度起已由行政院改列地方政府定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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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或一般性補助，不再列為內政部補助範圍，本計畫所需經費
如未能籌編，將影響莫拉克重建區地方政府自行或結合民間單位推
動本計畫工作目標之達成。
（二）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相關服務需透過地方政府及原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承接團體繼續運用既有服務資源量能持續陪伴及協助發展自主
重建力量進行推動，如各地方政府無法結合民間資源參與持續提供
服務，恐將使各項具延續性服務措施執行成效無法充分落實執行。
三、預期效益指標及評估基準：
本計畫自 102 年度起補助莫拉克重建區地方政府自辦或結合原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繼續運用既有服務資源量能，繼續運用社區活動、服
務方案及會議等工作事項，培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加強參與公共事
務，建立社區自主重建力量，於重建區 27 處服務據點持續推動，預估每
年受益人次約 1 萬人；預計每年受益人次以 10 %比例幅度成長，至 103
年 8 月止，預計受益人次可達 1 萬 7,700 人次以上。

參、既有策略、政策及方案
一、既有策略、政策及方案說明：
內政部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9 條規定訂定「莫拉克颱風災
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
，於 98 年 9 月 7 日發布實施，並據以委託民間
團體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災區居民生活心理、就學、就業、各項福利
及轉介服務，執行策略及方法、說明如下：
（一）執行策略及方法
1.公開審定設置地點
請災區縣（市）政府考量實際需求，並配合住宅重建集中處所規劃建議生
活重建中心設置點，提報規劃建議報告書送部，再由內政部邀請專家學
者、受災縣市政府聯合審定設置地點。
2.公開評選委託民間團體設置
依「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邀請專家
學者；內政、教育、衛生、勞工、原民等相關部會；災區縣（市）政府等
3

組成評選小組，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辦理限
制性招標委託民間團體設置，因考量受災縣市政府提報規劃建議期程及永
久屋興建期程不一，本案委託專業服務採二階段發包，99 年度陸續完成
設置 27 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含 41 處聯絡站)。
3.人員培訓、聯繫會議及在地督導
由內政部辦理中心相關工作人員職前訓練及邀集災區縣市政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召開督導聯繫會議，以提昇工作人員知能及資源整合效益，另
委請縣市政府在地督導辦理（1）指派專責人員督導中心業務（2）定期辦
理中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研討會及觀摩活動（3）定期召開跨局處之聯
繫會議(4)不定期抽查中心執行計畫之情形等。
4.巡迴輔導及績效考核
引進民間專業經驗與資源，結合專家學者組成巡迴輔導小組輔導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業務，並遴聘災區縣（市）政府及專家學者擔任績效考核委員，
審定考核指標辦理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績效考核事宜，作為評定中心改善及
續約之依據。
(二)經費編列、執行期程及人力配置
內政部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編列重建特別預算總經費為 4 億 6,905 萬
元，分 3 年(99 年~101 年)執行，中心每處每年度最高預算按服務區域受
災程度(包括災民人數、弱勢人口數、服務區域幅員大小、產業及公共建
設等指標)審定級等，分為重級 536 萬元、中級 468 萬元、輕級 400 萬元，
聯絡站每處每年度預算為 67 萬元；委託經費項目內容包開辦設施設備及
修繕費、人事費、租金、業務費、服務方案等費 用；配置人力依級等分別
為重級 6 人、中級 5 人、輕級 4 人、聯絡站 1 名。
(三)未來銜接規劃
內政部委託民間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主要目的在輔導災民重新自立，
委託專業服務係屬階段性任務，已督導承接民間團體在服務過程中讓災民
瞭解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協助角色，為建立階段任務完成後之轉銜機制，
內政部自 100 年度起將社區組織培力納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重點工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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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指標並加強宣導，101 年度持續進行社區組織培力，並規劃 102 年銜接
機制，於 3 年服務期滿後，各項服務及委託期間建置之設施設備將移交地
方政府，設施設備由地方政府覓交適當之組織管理運用。
二、既有策略、政策及方案執行檢討：
（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係政府邀請民間團體協力災後重建之重要的機制，
也是服務災區民眾的重要據點，為加速社區重建，除賡續運用社工專
業提供個案服務外，並連結勞政資源及結合產業及社區營造等多元專
業，規劃符合社區需求之積極性及照顧性服務方案，以提升社區自 立
能力，回歸正常生活。
（二）內政部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規定設置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自 101 年 8 月 29 日起停止適
用，為因應 102 年起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轉銜規劃，內政部雖自 100
年度起將社區組織培力納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重點工作考核指標並
加強宣導，惟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培力非短期間即可完成，而重建
區居民參與之多項公共事務尚待推動，尤其永久屋大型基地之新興社
區更為迫切，因此亟需中央在 102 年起編列經費補助莫拉克重建區地
方政府自辦或結合原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繼續運用既有服務
資源量能加強協助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加強參與公共事務，建立社
區自主重建力量，以早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目標。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補助莫拉克重建區地方政府自辦或結合原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承接團體指派專責人力繼續辦理社區活動、規劃服
務方案及會議等工作事項，培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
加強參與公共事務，建立社區自主重建力量。
1.指派專責人力：統籌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培力業務。
2.辦理社區活動：舉辦講座、研討、觀摩、座談會議等活動。
3.規劃辦理服務方案：規劃符合社區需求之積極性及照顧性服務方案。
4.召開及參與社區會議：召開會議及參與社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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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對象：補助莫拉克重建區接受內政部委託督導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
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
縣政府、臺東縣政府等地方政府。

二、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內政部部分：
1.規劃整體政策、研訂相關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等。
2.編列預算與財務控管。
3.參照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計畫之經費
審核、核定、督導考核等工作。
（二）地方政府部分：
1.地方政府提報需求計畫送內政部辦理審核。
2.地方政府就內政部核定之補助款完成納入預算程序。
3.地方政府得自辦或補助民間團體 (以承接內政部委託設置莫拉克颱
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團體為優先) 辦理，並進行申請補助單
位計畫之經費審核、核定、督導考核等工作。
4.地方政府定期彙整計畫執行單位填報服務成果函報內政部備查。
三、分年執行策略：
年度
102

中央內政部

地方縣市政府

1.規劃整體政策、研訂各項 1.提報需求計畫送內政部辦理審
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
等。

核。
2.就內政部核定之補助款完成納

2.編列預算與財務控管。

入預算程序。

3.對於地方政府需求計畫 3.自辦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並
進行審核、核定、督導

進行執行單位計畫之經費審

考核。

核、核定、督導考核等工作。
4.定期彙整計畫執行單位填報服
務成果函報內政部備查。

103

1.檢討修正各項補助經費 1.持續提報需求計畫送內政部辦
項目及基準等。

理審核。

2.編列預算與財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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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就內政部核定之補助款完

成納入預算程序。

3.持續對於地方政府需求

計畫進行審核、核定、 3.持續自辦或補助民間團體辦
督導考核。

理，並進行執行單位計畫之經
費審核、核定、督導考核等工
作。
4.持續定期彙整計畫執行單位填
報服務成果函報內政部備查。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自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8 月 29 日止。
二、所需資源說明：
（一）經費需求：8,000 萬元。
（二）經費計算基準：
1.補助地方政府經費：7,117 萬 5,440 元。
（1）臨時人員酬金：3,172 萬 5,440 元。
a.地方政府督導人員：495 萬 7,100 元。
（a）薪資：設置培力據點 3 處以上未達 7 處最高補助 1 人，設置培力據
點 7 處以上最高補助 2 人，薪資比照內政部 100 年度下半年聘僱人員月
支報酬補助，大學畢業最高為 312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7,783 元，研究
所畢業最高為 328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9,720 元計算，所需經費 397 萬
2,000 元【5 人＊3 萬 9,720 元＊20 個月=397 萬 2,000 元】。
（b）勞保費：政府負擔勞保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139 元，最高所需經
費 21 萬 3,900 元【5 人＊2,139 元＊20 個月=21 萬 3,900 元】。
（c）健保費：政府負擔健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350 元，最高所需經費
23 萬 5,000 元【5 人＊2,350 元＊20 個月=23 萬 5,000 元】。
（d）勞工退休金：政府提撥勞工退休金每人每月最高為 2,383 元，最高
所需經費 23 萬 8,300 元【5 人＊2,383 元＊20 個月=23 萬 8,300 元】。
（e）年終獎金：每人最高補助薪資 1.5 個月，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
最高所需經費合計 29 萬 7,900 元【5 人＊3 萬 9,720 元＊1.5 倍＝29 萬
7,9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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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培力據點人員：2,676 萬 8,340 元。
（a）薪資：每據點最高補助 1 人，薪資比照內政部 100 年度下半年聘僱
人員月支報酬補助，專科畢業最高為 280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3,908 元，
大學畢業最高為 312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7,783 元，研究所畢業最高為
328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9,720 元計算，所需經費 2,144 萬 8,800 元【27
人＊3 萬 9,720 元＊20 個月=2,144 萬 8,800 元】。
（b）勞保費：投保單位負擔勞保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139 元，最高所
需經費 115 萬 5,060 元【27 人＊2,139 元＊20 個月=115 萬 5,060 元】。
（c）健保費：投保單位負擔健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350 元，最高所需
經費 126 萬 9,000 元【27 人＊2,350 元＊20 個月=126 萬 9,000 元】。
（d）勞工退休金：投保單位提撥勞工退休金每人每月最高為 2,383 元，
最高所需經費 128 萬 6,820 元【27 人＊2,383 元＊20 個月=128 萬 6,820
元】。
（e）年終獎金：每人每年最高補助薪資 1.5 個月，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
計支。最高所需經費合計 160 萬 8,660 元【27 人＊3 萬 9,720 元＊1.5
倍＝160 萬 8,660 元】
。
（2）業務費：3,945 萬元。
a.地方政府：300 萬元。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督導、會議、訓練、觀摩、研討會、成果發表等活動
所需經費【包括電費、水費、通訊費、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講師
鐘點費、出席費、運費、餐費、稿費、臨時人員按日計資酬金、一般事
務費、物品、印刷裝訂廣告、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含列表機)耗材、
材料費、保險費、場地佈置費、租金、郵電費、雜支等】及辦理本計畫
工作人員逾時加班費。各項經費項目標準準用「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支用；逾時加班費每人每日加班以不
超過 4 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 20 小時為限，每小時以每月薪俸除以
240 小時計算，業務費每單位最高 50 萬元，所需經費最高合計 300 萬元
【6 處＊50 萬元＝300 萬元】
。
b.培力據點：3,645 萬元。
補助培力據點推動社區培力業務如講座、研討、觀摩、座談會議、服務
方案及租用辦公場所所需經費【包括電費、水費、通訊費、交通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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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費、膳雜費、講師鐘點費、出席費、運費、餐費、稿費、臨時人員按
日計資酬金、一般事務費、物品、印刷裝訂廣告、油料費、電腦及影印
機(含列表機)耗材、材料費、保險費、場地佈置費、租金、郵電費、雜
支等】，各項經費項目標準準用「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
助項目及基準」規定支用，每處最高 135 萬元，所需經費最高 3,780 萬
元【27 處＊135 萬元=3,645 萬元】。

2.內政部業務督導經費部分：882 萬 4,560 元。
（1）臨時人員酬金：322 萬 4,560 元。
本計畫係屬政策性補助計畫，為因應莫拉克災區重建社區培力工作所規劃
之新增業務，為配合業務督導需要，爰擬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聘用臨時人員3人（大學以上畢業，社會工
作或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為佳），協助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
a.薪資：比照內政部 100 年度下半年聘僱人員月支報酬補助薪資，大學畢
業最高為 312 薪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7,783 元，研究所畢業最高為 328 薪
點之月支報酬 3 萬 9,720 元計算，聘僱 3 人所需經費最高 238 萬 3,200
元【3 人＊3 萬 9,720 元＊20 個月=238 萬 3,200 元】。
b.勞保費：政府負擔勞保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139 元，最高所需經費 12
萬 8,340 元【3 人＊2,139 元＊20 個月=12 萬 8,340 元】。
c.健保費：政府負擔健保費每人每月最高為 2,350 元，最高所需經費 14
萬 1,000 元【3 人＊2,350 元＊20 個月=14 萬 1,000 元】。
d.勞工退休金：政府提撥勞工退休金每人每月最高為 2,383 元，最高所需
經費 14 萬 2,980 元【3 人＊2,383 元＊20 個月=14 萬 2,980 元】。
e.年終獎金：每人最高為薪資1.5個月，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最高
所需經費17萬8,740元【3人＊3萬9,720元＊1.5倍＝17萬8,740元】
。
f. 加班費：25萬300元，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逾時加班費，每人每日加班
以不超過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20小時為限，每小時以每月薪俸除
以240小時計算，覈實報銷。
（2）業務費：560 萬元。
辦理平時督導、聯繫會議、專業訓練、觀摩活動、研討會、成果展、巡迴
輔導及考核業務等【包括電費、水費、通訊費、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
差旅費、講師鐘點費、出席費、運費、餐費、稿費、臨時人員按日計資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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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般事務費、物品、印刷裝訂廣告、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含列表
機)耗材、材料費、保險費、場地佈置費、租金、郵電費、雜支等】，所
需經費約 560 萬元。
三、經費來源：
（一）由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災民救助及安置業務─救助業務「建
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經費賸餘款(含已提列準備數)支應 8,000 萬元。
（二）係屬銜接「莫拉克颱風災區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計畫」(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完成階段任務)之延續性計畫，本計畫俟行政院核准後，自 102
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自 102 年始能發生權責。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預計每年(102 年-103 年)可補助 27 處服務據點，受益人次由 1
萬人起每年以 10 %比例幅度增加，至 103 年 8 月止，預計受益人
次可達 1 萬 7,700 人次以上。
二、計畫影響：協助地方政府順利銜接莫拉克重建區生活重建工作之推動，補
助地方政府自辦或結合原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繼續運用
既有服務資源量能，持續培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加強參與
公共事務，建立社區自主重建力量，以早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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