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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提醒一個提醒 兩個請託兩個請託

為提高更新重建計畫的可行性，強化專業者的專業
責任，特配合臨門方案的修正，調整「築巢專案－
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方案」服務費用撥款期
程與方式，並提醒專業者有出席本會舉辦更新重建
相關說明會的義務。

臨門方案調降協助門檻，大幅增加基金會的風險，
基於對愛心捐款的尊重，懇請更新會與專業者能以
最嚴謹且負責任的態度提出申請協助，絕對不得有
任何非分之想！

懇請依法負責審議的主管機關，善盡把關之責！

為提高更新重建計畫的可行性，強化專業者的專業
責任，特配合臨門方案的修正，調整「築巢專案－
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方案」服務費用撥款期
程與方式，並提醒專業者有出席本會舉辦更新重建
相關說明會的義務。

臨門方案調降協助門檻，大幅增加基金會的風險，
基於對愛心捐款的尊重，懇請更新會與專業者能以
最嚴謹且負責任的態度提出申請協助，絕對不得有
任何非分之想！

懇請依法負責審議的主管機關，善盡把關之責！



九二一震災全倒集合住宅重建九二一震災全倒集合住宅重建
最簡便的途徑是什麼最簡便的途徑是什麼？？

如果有住戶反對重建怎麼辦如果有住戶反對重建怎麼辦？？

如果反對部分無人出面承受怎麼辦如果反對部分無人出面承受怎麼辦？？

在不超過原使用執照許可的樓層戶數、各樓層面積、

各層用途及建築物高度下，於原地重建時，僅需檢附

相關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即可，免請領建照。

在不超過原使用執照許可的樓層戶數、各樓層面積、

各層用途及建築物高度下，於原地重建時，僅需檢附

相關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即可，免請領建照。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都市更新條例都市更新條例

透過多數決透過多數決………………
來決定集合式住宅重建來決定集合式住宅重建

容積獎勵容積獎勵

租稅減免租稅減免

配合貸款信用保證，取得都市更新貸配合貸款信用保證，取得都市更新貸
款，解決少數不參與重建者的權利。款，解決少數不參與重建者的權利。

信保貸款的對象之一，
就是集合住宅受災戶
依「都市更新條例」設
立的都市會。



集合住宅更新重建的難題集合住宅更新重建的難題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專業者、受災戶三者間的能力與互動、專業者、受災戶三者間的能力與互動
必須同步提昇必須同步提昇，否則，重建的門檻是很難跨進來，否則，重建的門檻是很難跨進來
的，而信保貸款將是紙上談兵。的，而信保貸款將是紙上談兵。

都市更新條例於八十七年十一月完成立法，相關子
法於八十八年五月制定；是一套全新的法令，災區
縣市政府全然沒有經驗。

法定程序繁瑣，專業者不足，經驗也不夠。

受災戶在震災後對專業信任度降低，親自參與重建
過程的意向明顯，但自辦更新重建的能力不足。

都市更新條例於八十七年十一月完成立法，相關子
法於八十八年五月制定；是一套全新的法令，災區
縣市政府全然沒有經驗。

法定程序繁瑣，專業者不足，經驗也不夠。

受災戶在震災後對專業信任度降低，親自參與重建
過程的意向明顯，但自辦更新重建的能力不足。



築巢專案築巢專案之之

協助集合住宅辦理更新重建方案
請大家趕快上路

90年4月 53棟 6,800戶

89年08月
1棟85戶（台北東星）

91年01月 68棟 7,397戶



築巢專案築巢專案之

協助集合住宅辦理更新重建方案協助集合住宅辦理更新重建方案

開辦講習與說明課程，同步提昇地方政府、專業者
、受災戶三者間對更新重建的認識與能力。

補助集合住宅聘請專業者協助辦理更新重建所需的
服務費用。

補助集合住宅（社區）都市更新會行政費用。

每月舉辦更新重建經驗交流座談會。

開辦講習與說明課程，同步提昇地方政府、專業者
、受災戶三者間對更新重建的認識與能力。

補助集合住宅聘請專業者協助辦理更新重建所需的
服務費用。

補助集合住宅（社區）都市更新會行政費用。

每月舉辦更新重建經驗交流座談會。



上路之後上路之後 路途坎坷路途坎坷……

部份住戶已重購或沒錢重建而絕望退出。

部份住戶同意更新，但不同意重建。

不願或不能參與者的重建費用如何取得？

部份住戶已重購或沒錢重建而絕望退出。

部份住戶同意更新，但不同意重建。

不願或不能參與者的重建費用如何取得？

若解決問題的速度無法追上放棄
者的腳步，時間將會讓集合式住
宅的更新重建徹底崩盤！



貸款信保是救命靈貸款信保是救命靈
丹丹？

利用更新貸款重建的建物，如果處分不掉或處分
後不足償還貸款，怎麼辦？

更新會理監事要不要負連帶責任？

信保基金被動成為大房東？

利用更新貸款重建的建物，如果處分不掉或處分
後不足償還貸款，怎麼辦？

更新會理監事要不要負連帶責任？

信保基金被動成為大房東？

對於不願意或不能參加都市更新的受災戶應負擔
的都市更新費用，可由都市更新團體向銀行申請
更新貸款，再申請九二一信用保證。

對於不願意或不能參加都市更新的受災戶應負擔
的都市更新費用，可由都市更新團體向銀行申請
更新貸款，再申請九二一信用保證。



兌現承諾兌現承諾 化被動為主動化被動為主動
築巢專案築巢專案之後之後 推出推出臨門方案臨門方案

基金會在推動築巢專案時，就一再鼓勵受災戶趕快上路
，基金會願意扮演船伕，更願意為重建搭座橋，協助大
家順利到達重建的彼岸。如今，許多大樓住戶已上船、

上路，為兌現承諾，基金會提撥五十億專款價購影響

大樓重建時程的產權，提昇社區參與重建的意願，發揮
臨門一腳作用，與社區一體共同為家園重建努力，加速
重建時程。

基金會在推動築巢專案時，就一再鼓勵受災戶趕快上路
，基金會願意扮演船伕，更願意為重建搭座橋，協助大
家順利到達重建的彼岸。如今，許多大樓住戶已上船、、

上路，為兌現承諾，基金會提撥五十億專款價購影響

大樓重建時程的產權，提昇社區參與重建的意願，發揮
臨門一腳作用，與社區一體共同為家園重建努力，加速
重建時程。

出資50億價購影響重建時程之產權，與有重建
意願者站一起，共同為家園重建打拼。

出資50億價購影響重建時程之產權，與有重建
意願者站一起，共同為家園重建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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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一）

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一）

無法配合重建
（協助項目二之一）

無法配合重建
（協助項目二之一）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
（協助項目二之二）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
（協助項目二之二）

申請代繳自備款

申請協助價購

申請協助價購

申請協助的
產權不超過
更新後總產
權價值之百
分之二十五

申請Ａ銀行貸款

申請Ｘ銀行貸款

管
理
銀
行

借貸合約

借貸合約

更
新
會

銀行Ａ

銀行Ｘ

聯貸聯貸
合約合約

築巢專案築巢專案之臨門方案之臨門方案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一

價購更新單元範圍內不願或不能參與權利變換計畫
，而由更新會依更新重建計畫所取得之不動產。

支付現金補償費用與重建費用。

更新計畫完成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價購更新單元範圍內不願或不能參與權利變換計畫
，而由更新會依更新重建計畫所取得之不動產。

支付現金補償費用與重建費用。

更新計畫完成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之協助項目二之一協助項目二之一

價購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但
無法配合重建之不動產。

支付現金補償費用與重建費用。

更新計畫完成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價購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但
無法配合重建之不動產。

支付現金補償費用與重建費用。

更新計畫完成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之協助項目二之二協助項目二之二

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卻無法配合工程進度
如期繳納重建自備款，但同意於本會規定期間內，依規定
辦理歸墊之不動產。

代為支付重建自備款。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辦理代繳重建自備
款之歸墊。

逾期未歸墊全部代繳之重建自備款時，本會得行使購買選
擇權，價購申請協助者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及
建物 。

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卻無法配合工程進度
如期繳納重建自備款，但同意於本會規定期間內，依規定
辦理歸墊之不動產。

代為支付重建自備款。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辦理代繳重建自備
款之歸墊。

逾期未歸墊全部代繳之重建自備款時，本會得行使購買選
擇權，價購申請協助者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及
建物 。



臨門之後臨門之後 錢途憂錢途憂……

個別住戶要先與個別銀行協商，承貸意願
？貸款成數？自備款先繳？後繳？

主辦銀行願意出面？出面整合個別貸款銀
行的意願？

個別住戶要先與個別銀行協商，承貸意願
？貸款成數？自備款先繳？後繳？

主辦銀行願意出面？出面整合個別貸款銀
行的意願？

只要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只要每只要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只要每
一個解決問題的答案沒有在個別貸一個解決問題的答案沒有在個別貸
款銀行間獲得共識，貸款合約就是款銀行間獲得共識，貸款合約就是
沒法簽下來！沒法簽下來！



臨門之前臨門之前 猶豫多猶豫多……
參與者想到退出者可以拿到價購款降低負擔，而留下來
重建似乎沒有補助（其實是不少），且必須承擔許多風
險，態度轉趨保守。

參與者看到早一步啟動的社區，也一樣是原地踏步，重
建的信心開始動搖。

開發新社區與興建平價住宅（口號）政策，低迷的房地
產市場等，一再左右原地更新重建的意願。

參與者想到退出者可以拿到價購款降低負擔，而留下來
重建似乎沒有補助（其實是不少），且必須承擔許多風
險，態度轉趨保守。

參與者看到早一步啟動的社區，也一樣是原地踏步，重
建的信心開始動搖。

開發新社區與興建平價住宅（口號）政策，低迷的房地
產市場等，一再左右原地更新重建的意願。

已啟動的社區，已啟動的社區，

參與者比例逐步下滑！參與者比例逐步下滑！



三大難題三大難題 臨門卻步臨門卻步……

未啟動的社區，已看不到整合的跡象。

已啟動的社區，參與重建比例逐步下滑。

冗長的貸款協商過程，令人裹足不前。

未啟動的社區，已看不到整合的跡象。

已啟動的社區，參與重建比例逐步下滑。

冗長的貸款協商過程，令人裹足不前。

讓不願留下來的，順利離開！讓不願留下來的，順利離開！

讓願意留下來的，看到希望！讓願意留下來的，看到希望！



築巢專案築巢專案之之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

參
與
權
利
變
換

參
與
權
利
變
換

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一）

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一）

無法配合重建
（協助項目二）

無法配合重建
（協助項目二）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
（協助項目四）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
（協助項目四）

申請代繳自備款

申請協助價購

申請協助價購

申請協助的
產權不超過
更新後總產
權價值之百
分之二十五

申請Ａ銀行貸款

申請Ｘ銀行貸款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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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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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Ａ

銀行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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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合約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一肩扛
重建貸款融資（協助項目三）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一肩扛
重建貸款融資（協助項目三）

調
降
門
檻

調
降
門
檻

臨門方案之修正案臨門方案之修正案之修正案

自備款融資（協助項目四）自備款融資（協助項目四）



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申請協助價構

（協助項目一）

不願參與權利變換
申請協助價構

（協助項目一）

無法配合重建
申請協助價構

（協助項目二）

無法配合重建
申請協助價構

（協助項目二）

申請協助
價購的產
權不超過
更新後總
產權價值
之百分之
五十

財團法人
九二一
震災重建
基金會提供
重建貸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
補償費用
重建費用

財團法人
九二一
震災重建
基金會提供
重建貸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
補償費用
重建費用

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

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

都市更新會都市更新會

重建資金不足之重建戶
申請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三）

重建資金不足之重建戶
申請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三）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修正之修正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之重建戶
申請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四）

無法配合繳交自備款之重建戶
申請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四）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限於九二一震災全倒（或半倒已自行拆除）
集合住宅，且該建築基地範圍業經劃定為都
市更新單元，並已依「都市更新條例」及其
相關規定進行震災重建者。

限於九二一震災全倒（或半倒已自行拆除）
集合住宅，且該建築基地範圍業經劃定為都
市更新單元，並已依「都市更新條例」及其
相關規定進行震災重建者。



申請單位申請單位

由依都市更新條例成立之更新會提出申
請，不接受個別住戶之申請。

由依都市更新條例成立之更新會提出申
請，不接受個別住戶之申請。



申請條件申請條件

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且同意配合
參與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比例超過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人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
總樓地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即申請本方案協助項目
一及協助項目二，比例低於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
所有權人百分之五十以下，且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樓地
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下者。

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且同意配合
參與更新重建計畫工程，其權利價值比例超過更新單元範
圍內更新後總權利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即申請本方案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之權利價值，合計低於更新後總
權利價值之百分之五十以下者。

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且同意配合
參與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比例超過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人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
總樓地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即申請本方案協助項目
一及協助項目二，比例低於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
所有權人百分之五十以下，且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樓地
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下者。

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且同意配合
參與更新重建計畫工程，其權利價值比例超過更新單元範
圍內更新後總權利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即申請本方案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之權利價值，合計低於更新後總
權利價值之百分之五十以下者。



前置作業前置作業

擬申請九二一基金會協助之更新會，有義務於更新重建計畫送審前
（本方案修訂案公布後尚未送審者）或核定發布實施前（本方案修
訂案公布後已送審者），試填本作業要點規定之「申請表」、「更
新前後產權基本資料」、「同意參與比例統計表」、「更新前後產
權變換資料」、「申請協助明細表」及「申請協助價款試算報告及
附表」等申請文件，並送至九二一基金會。

九二一基金會應於接獲更新會提報之文件兩週內，由臨門方案之專
業協助單位就該更新重建計畫提出建議報告，並函更新會及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參考。

更新會依本項規定試填之申請文件經九二一基金會評估後，確認其
更新重建計畫確屬可行者，可優先保留其正式申請之權利。

擬申請九二一基金會協助之更新會，有義務於更新重建計畫送審前
（本方案修訂案公布後尚未送審者）或核定發布實施前（本方案修
訂案公布後已送審者），試填本作業要點規定之「申請表」、「更
新前後產權基本資料」、「同意參與比例統計表」、「更新前後產
權變換資料」、「申請協助明細表」及「申請協助價款試算報告及
附表」等申請文件，並送至九二一基金會。

九二一基金會應於接獲更新會提報之文件兩週內，由臨門方案之專
業協助單位就該更新重建計畫提出建議報告，並函更新會及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參考。

更新會依本項規定試填之申請文件經九二一基金會評估後，確認其
更新重建計畫確屬可行者，可優先保留其正式申請之權利。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公
告，且符合申請條件，並履行前置作業所規
定之事項後，由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提出
申請。

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公
告，且符合申請條件，並履行前置作業所規
定之事項後，由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提出
申請。



協助項目協助項目

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

協助項目三。

協助項目四。

協助項目之限制與排除。

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

協助項目三。

協助項目四。

協助項目之限制與排除。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協助項目三之協助項目三

更新單元範圍內願意參與權利變換計畫，目前無擔保品、
擔保品不足或欠缺資金之不動產。

無息提供重建費用之百分之八十（重建貸款融資）。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由借款人
辦理九二一家園重建貸款清償重建貸款融資。

逾期未清償全部之重建貸款融資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
購買選擇權，價購借款人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
及建物。

更新單元範圍內願意參與權利變換計畫，目前無擔保品、
擔保品不足或欠缺資金之不動產。

無息提供重建費用之百分之八十（重建貸款融資）。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由借款人
辦理九二一家園重建貸款清償重建貸款融資。

逾期未清償全部之重建貸款融資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
購買選擇權，價購借款人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
及建物。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協助項目四之協助項目四

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卻無法配合工程進度
如期繳納重建自備款之不動產。

有息提供重建費用之百分之二十（重建自備款融資）。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由借款人
辦理九二一家園重建貸款清償重建自備款融資。

逾期未清償全部重建自備款融資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
購買選擇權，價購借款人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
及建物 。

更新單元範圍內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卻無法配合工程進度
如期繳納重建自備款之不動產。

有息提供重建費用之百分之二十（重建自備款融資）。

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由借款人
辦理九二一家園重建貸款清償重建自備款融資。

逾期未清償全部重建自備款融資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
購買選擇權，價購借款人依更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
及建物 。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協助限制與排除之協助限制與排除

協助標的僅限於更新會、原土地所有權人及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之產權。

更新會所提之申請協助標的，不得包含因申
請獎勵容積而增加之分配單元之產權 。

借款人可同時申請協助項目三及協助項目四
之協助 。

協助標的僅限於更新會、原土地所有權人及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之產權。

更新會所提之申請協助標的，不得包含因申
請獎勵容積而增加之分配單元之產權 。

借款人可同時申請協助項目三及協助項目四
之協助 。



參與規劃方案之權利參與規劃方案之權利

擬申請九二一基金會協助價購之產權數量超
過二個樓層以上或足以劃分出可供單獨建築
使用之基地面積時，九二一基金會有權要求
更新會就調整規劃方案進行協商。

更新會因調整規劃方案衍生之費用，得申請
九二一基金會予以補助。

擬申請九二一基金會協助價購之產權數量超
過二個樓層以上或足以劃分出可供單獨建築
使用之基地面積時，九二一基金會有權要求
更新會就調整規劃方案進行協商。

更新會因調整規劃方案衍生之費用，得申請
九二一基金會予以補助。



減少餘屋問題減少餘屋問題之配套措施之配套措施

在維持重建戶既有權利下，提供充足的誘因，引導已
完成分配的重建戶願意重新調整分配，以便騰出整個
樓層或騰出可以分割且可供未來單獨建築使用的土地
，由基金會選擇不投入或最少投入該價購產權的重建
費用，減輕基金會投注於個別社區的負擔。

在維持重建戶既有權利下，提供充足的誘因，引導已
完成分配的重建戶願意重新調整分配，以便騰出整個
樓層或騰出可以分割且可供未來單獨建築使用的土地
，由基金會選擇不投入或最少投入該價購產權的重建
費用，減輕基金會投注於個別社區的負擔。

提供重建戶更多空間使用權
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的用途
避免過多餘屋拖垮基金調配



捐棄成見 坦誠協商 獲取雙贏

能少蓋一層的 儘量少蓋一層
能少蓋一棟的 儘量少蓋一棟
少一層樓少一層樓
基金會少點投入基金會少點投入 重建戶也少點重建成本重建戶也少點重建成本

少一棟樓少一棟樓
基金會少點投入基金會少點投入 重建戶卻多點公共空間重建戶卻多點公共空間



重建融資重建融資之利息之利息

申請重建貸款融資，且依臨門合約規定清償者，不
予計息。

申請重建自備款融資，且依臨門合約規定清償者，
以管理銀行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自備款專戶之
日起至通知清償日為期，按年息百分之五計算自備
款融資利息。

申請重建貸款融資，且依臨門合約規定清償者，不
予計息。

申請重建自備款融資，且依臨門合約規定清償者，
以管理銀行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自備款專戶之
日起至通知清償日為期，按年息百分之五計算自備
款融資利息。

重建貸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利息

取得使用執照通知清償



協助原則協助原則

補償費用：應付補償費用及代墊補償費用。

重建費用：重建工程費用及差額價金。

重建貸款融資。

重建自備款融資。

補償費用：應付補償費用及代墊補償費用。

重建費用：重建工程費用及差額價金。

重建貸款融資。

重建自備款融資。



管理銀行及建經公司管理銀行及建經公司之委託之委託

優先徵詢更新會原房地貸款最大債權金融機構，受
託擔任管理銀行。

管理銀行為承辦本業務，得與建築經理公司搭配，
共同與九二一基金會簽訂委託契約，協助九二一基
金會及更新會辦理更新重建計畫相關事宜。

管理銀行及建築經理公司對於受委任事項，應依民
法第五百三十五條規定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管理銀行與建經公司委辦費用由九二一基金會負擔
，不計入協助價款中。

優先徵詢更新會原房地貸款最大債權金融機構，受
託擔任管理銀行。

管理銀行為承辦本業務，得與建築經理公司搭配，
共同與九二一基金會簽訂委託契約，協助九二一基
金會及更新會辦理更新重建計畫相關事宜。

管理銀行及建築經理公司對於受委任事項，應依民
法第五百三十五條規定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管理銀行與建經公司委辦費用由九二一基金會負擔
，不計入協助價款中。



更新專業更新專業之委託之委託

委託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擔任臨門方
案之專業協助單位。

提供更新會更新重建計畫之諮詢服務與修正建議。

協助臨門方案之推動與相關辦法之擬定與修訂。

臨門方案申請文件之初審。

協助專案小組審查作業。

委託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擔任臨門方
案之專業協助單位。

提供更新會更新重建計畫之諮詢服務與修正建議。

協助臨門方案之推動與相關辦法之擬定與修訂。

臨門方案申請文件之初審。

協助專案小組審查作業。



財團法人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金會

財團法人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金會

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

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

都
市
更
新
會

都
市
更
新
會

協助項目三
重建貸款融資戶

協助項目三
重建貸款融資戶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之合約關係合約關係

財團法人都市更新
研究發展基金會

財團法人都市更新
研究發展基金會

委託
合約

委託
合約

協助項目一
未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一
未參與權利變換

協助項目二
未參與重建

協助項目二
未參與重建

協助項目四
重建自備款融資戶

協助項目四
重建自備款融資戶

臨門合約臨門合約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協助項目四重建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三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二重建費用
協助項目二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一重建費用
協助項目一補償費用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協助項目四重建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三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二重建費用
協助項目二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一重建費用
協助項目一補償費用

社區重建專戶社區重建專戶

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管理銀行 建築經理公司

自備款專戶自備款專戶

協助
價款
一次
到位

申
請
者
、
營
造
廠
、

土
木
包
工
業

申
請
者
、
營
造
廠
、

土
木
包
工
業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財務流之財務流

都市更新會提出專戶動用之申請都市更新會提出專戶動用之申請

重建戶自繳自備款重建戶自繳自備款



專戶之設置與用途專戶之設置與用途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社區重建專戶。

自備款專戶。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社區重建專戶。

自備款專戶。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九二一基金會專戶之設置之設置

九二一基金會於管理銀行開立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存入該更
新會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重
建費用、協助項目三之重建貸款融資及協助項目四
之重建自備款融資等協助價款。

九二一基金會於管理銀行開立九二一基金會專戶。

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存入該更
新會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重
建費用、協助項目三之重建貸款融資及協助項目四
之重建自備款融資等協助價款。



社區重建專戶社區重建專戶之設置之設置

更新會於管理銀行以更新會之名義開立社區重建專戶
。

社區重建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供更新會申請協
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協助項目一、協
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之百分之八十與協助項目三之重
建貸款融資之轉帳用途，由管理銀行應更新會之動用
申請，於審核後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撥給更新
會指定之對象。

更新重建計畫完成或因故終止致協助關係解除、撤銷
或終止時，社區重建專戶剩餘之款項，應返還九二一
基金會。

更新會於管理銀行以更新會之名義開立社區重建專戶
。

社區重建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供更新會申請協
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協助項目一、協
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之百分之八十與協助項目三之重
建貸款融資之轉帳用途，由管理銀行應更新會之動用
申請，於審核後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撥給更新
會指定之對象。

更新重建計畫完成或因故終止致協助關係解除、撤銷
或終止時，社區重建專戶剩餘之款項，應返還九二一
基金會。



自備款專戶自備款專戶之設置之設置

更新會於管理銀行以更新會之名義開立自備款專戶。

自備款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除供更新會申請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之百分之二十與協助項目四之重建自備款
融資之轉帳用途外，另供申請協助項目三但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
借款人繳交自備款用途，由管理銀行應更新會之動用申請，於審
核後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併同自繳之自備款，撥給更新會指
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更新重建計畫完成或因故終止致協助關係解除、撤銷或終止時，
重建自備款專戶剩餘之款項依各借款人及九二一基金會原匯入金
額比例，分別返還各借款人及九二一基金會。惟應返還各借款人
之金額，管理銀行應代九二一基金會先行抵充該借款人應清償九
二一基金會之重建融資。

更新會於管理銀行以更新會之名義開立自備款專戶。

自備款專戶於重建計畫執行期間，除供更新會申請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之百分之二十與協助項目四之重建自備款
融資之轉帳用途外，另供申請協助項目三但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
借款人繳交自備款用途，由管理銀行應更新會之動用申請，於審
核後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匯入併同自繳之自備款，撥給更新會指
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更新重建計畫完成或因故終止致協助關係解除、撤銷或終止時，
重建自備款專戶剩餘之款項依各借款人及九二一基金會原匯入金
額比例，分別返還各借款人及九二一基金會。惟應返還各借款人
之金額，管理銀行應代九二一基金會先行抵充該借款人應清償九
二一基金會之重建融資。



協助價款之撥付協助價款之撥付

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重建費用。

重建貸款融資。

重建自備款融資。

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重建費用。

重建貸款融資。

重建自備款融資。



協助價款協助價款一次到位一次到位

協助價款包括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
重建費用、協助項目三之重建貸款融資及協助項目四之重
建自備款融資等。

該等協助價款得於更新會提出首次動用申請，並經管理銀
行審核後，由九二一基金會依管理銀行之書面通知，一次
匯入九二一基金會專戶，而後由管理銀行於更新會提出動
用（含首次）申請，並經審核後，依協助項目、付款性質
及付款方式不同，轉撥給更新會指定之對象。

協助價款包括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之補償費用與
重建費用、協助項目三之重建貸款融資及協助項目四之重
建自備款融資等。

該等協助價款得於更新會提出首次動用申請，並經管理銀
行審核後，由九二一基金會依管理銀行之書面通知，一次
匯入九二一基金會專戶，而後由管理銀行於更新會提出動
用（含首次）申請，並經審核後，依協助項目、付款性質
及付款方式不同，轉撥給更新會指定之對象。



補償費用補償費用之之支付支付

採更新前價值申請協助金額者，更新會得於權利變
換計畫核定後提出動用申請。

補償費用應由管理銀行先行提存土地增值稅、代為
清償積欠之社區管理費、抵押權債務及其他費用，
並取得提存及清償證明之後，如有餘額，再轉撥給
原土地所有權人（協助項目一、未參與分配者）或
申請者（協助項目二），如該餘額為負數時，不足
之部分，前者由更新會負擔，後者由申請者負擔。

採更新前價值申請協助金額者，更新會得於權利變
換計畫核定後提出動用申請。

補償費用應由管理銀行先行提存土地增值稅、代為
清償積欠之社區管理費、抵押權債務及其他費用，
並取得提存及清償證明之後，如有餘額，再轉撥給
原土地所有權人（協助項目一、未參與分配者）或
申請者（協助項目二），如該餘額為負數時，不足
之部分，前者由更新會負擔，後者由申請者負擔。



融資與重建費用融資與重建費用之撥付之撥付

重建貸款融資，自九二一基金會匯入社區重建專戶，然後撥給更
新會指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重建自備款融資，自九二一基金會匯入自備款專戶，然後撥給更
新會指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

重建費用前百分之八十部分，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撥入社區重建專
戶，再依更新會於動用申請書中之指定，撥款給更新重建計畫工程
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重建費用後百分之二十部分，屬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協
助項目四部分，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撥入自備款專戶，併同非協助
項目四之借款人分期匯入之自備款，再依更新會於動用申請書中之
指定，撥款給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重建貸款融資，自九二一基金會匯入社區重建專戶，然後撥給更
新會指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重建自備款融資，自九二一基金會匯入自備款專戶，然後撥給更
新會指定之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協助項目一及協助項目二之重建費用：

重建費用前百分之八十部分，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撥入社區重建專
戶，再依更新會於動用申請書中之指定，撥款給更新重建計畫工程
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重建費用後百分之二十部分，屬申請協助項目一、協助項目二、協
助項目四部分，自九二一基金會專戶撥入自備款專戶，併同非協助
項目四之借款人分期匯入之自備款，再依更新會於動用申請書中之
指定，撥款給更新重建計畫工程承攬廠商或材料供應商。



協助價款協助價款之撥付流程之撥付流程

協助項目一二
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一二協助項目一二
補償費用補償費用

協助項目三
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三協助項目三
重建貸款融資重建貸款融資

協助項目四
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四協助項目四
自備款融資自備款融資

協助項目一二
重建費用

協助項目一二協助項目一二
重建費用重建費用

社區
重建專戶
社區社區

重建專戶重建專戶

補償費用補償費用補償費用

重建費用重建費用
80%80%

重建重建
貸款融資貸款融資

重建費用重建費用
20%20%

重建
自備款融資

重建重建
自備款融資自備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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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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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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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自備款
專戶

自備款自備款
專戶專戶

營造廠
土木包工業
營造廠營造廠

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

申請者*申請者申請者**



專戶動用專戶動用之申請之申請

申請者與借款人以不可撤銷之方式授權更新會代理借款人
提出動用申請書、指定撥款對象及辦理相關手續，並以臨
門合約作為申請者與借款人授權之證明。

更新會應於各次預定動用日之五日前提出動用申請書，向
管理銀行申請動用。如預定動用日非銀行營業日，則順延
至次一銀行營業日。

專戶動用之申請由管理銀行審核。

更新會之動用申請，若經九二一基金會提出書面反對，則
管理銀行應暫停更新會之動用申請。

申請者與借款人以不可撤銷之方式授權更新會代理借款人
提出動用申請書、指定撥款對象及辦理相關手續，並以臨
門合約作為申請者與借款人授權之證明。

更新會應於各次預定動用日之五日前提出動用申請書，向
管理銀行申請動用。如預定動用日非銀行營業日，則順延
至次一銀行營業日。

專戶動用之申請由管理銀行審核。

更新會之動用申請，若經九二一基金會提出書面反對，則
管理銀行應暫停更新會之動用申請。



繳付自備款繳付自備款之義務之義務

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借款人應依臨門合約所規劃之時程及
金額，將重建自備款分期存入自備款專戶。

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借款人未依規定按期繳付自備款，且
經管理銀行定期七日以上催告仍未繳付者，經管理銀行通
知更新會，視同該未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以不可撤銷
之方式授權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申請協助項目四之重建
自備款融資，並授權由更新會與九二一基金會追加簽訂相
關契約。

應繳付自備款而未如期繳付之借款人，經更新會申請九二
一基金會同意融資者，有關移轉契約之追加簽訂與自備款
融資之清償，均依協助項目四之規定辦理。

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借款人應依臨門合約所規劃之時程及
金額，將重建自備款分期存入自備款專戶。

未申請協助項目四之借款人未依規定按期繳付自備款，且
經管理銀行定期七日以上催告仍未繳付者，經管理銀行通
知更新會，視同該未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以不可撤銷
之方式授權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申請協助項目四之重建
自備款融資，並授權由更新會與九二一基金會追加簽訂相
關契約。

應繳付自備款而未如期繳付之借款人，經更新會申請九二
一基金會同意融資者，有關移轉契約之追加簽訂與自備款
融資之清償，均依協助項目四之規定辦理。



重建融資及利息重建融資及利息之清償之清償

更新會應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主動通知管理銀
行，由管理銀行發函通知借款人辦理重建貸款融資及自備款融資
之清償，借款人應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全部清償。

前項重建融資屬於自備款融資部分，應加計自備款融資利息。

借款人確定無法如期清償重建貸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
得於清償截止日前主動向九二一基金會提出不清償之聲明。

更新會應於更新重建計畫建物取得使用執照後，主動通知管理銀
行，由管理銀行發函通知借款人辦理重建貸款融資及自備款融資
之清償，借款人應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全部清償。

前項重建融資屬於自備款融資部分，應加計自備款融資利息。

借款人確定無法如期清償重建貸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
得於清償截止日前主動向九二一基金會提出不清償之聲明。

重建貸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

自備款融資利息

取得使用執照後
通知三個內清償

聲明
不清償



未繳付自備款未繳付自備款之處理之處理

借款人未依規定按期繳付重建自備款，且經管理銀
行定期七日以上催告仍未繳付者，經管理銀行通知
更新會，視同未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以不可
撤銷之方式授權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申請協助項
目四，由九二一基金會提供重建自備款融資。

未依規定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經九二一基金
會同意提供重建自備款融資者，得比照本方案協助
項目四之規定辦理。

借款人未依規定按期繳付重建自備款，且經管理銀
行定期七日以上催告仍未繳付者，經管理銀行通知
更新會，視同未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以不可
撤銷之方式授權更新會向九二一基金會申請協助項
目四，由九二一基金會提供重建自備款融資。

未依規定繳付重建自備款之借款人，經九二一基金
會同意提供重建自備款融資者，得比照本方案協助
項目四之規定辦理。



未清償融資及利息未清償融資及利息之處理之處理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融資及利
息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購買選擇權，購買借款人依更
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及建物。

九二一基金會如擬行使購買選擇權時，應於清償期限或借
款人主動聲明不清償後三十日內通知借款人及更新會。

九二一基金會得以重建融資總金額及加計重建自備款融資
利息、延遲利息及違約金抵充充買賣標的價金之一部分，
其餘額由管理銀行先行提存土地增值稅、代為清償積欠之
社區管理費、抵押權債務及其他費用，塗銷抵押權登記，
並將協助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九二一基金會後，如有餘
額，則於完成交屋並結算所有相關費用後一個月內，再轉
撥給借款人。如該餘額為負數時，不足之部分由借款人負
擔 。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融資及利
息時，九二一基金會得行使購買選擇權，購買借款人依更
新重建計畫分配所得之土地及建物。

九二一基金會如擬行使購買選擇權時，應於清償期限或借
款人主動聲明不清償後三十日內通知借款人及更新會。

九二一基金會得以重建融資總金額及加計重建自備款融資
利息、延遲利息及違約金抵充充買賣標的價金之一部分，
其餘額由管理銀行先行提存土地增值稅、代為清償積欠之
社區管理費、抵押權債務及其他費用，塗銷抵押權登記，
並將協助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九二一基金會後，如有餘
額，則於完成交屋並結算所有相關費用後一個月內，再轉
撥給借款人。如該餘額為負數時，不足之部分由借款人負
擔 。



延遲利息及違約金延遲利息及違約金之處理之處理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貸
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依應還款總額，以
管理銀行通知清償之日起至九二一基金會通知行使
購買選擇權之日為期，至多不超過四個月，計付年
息百分之八之遲延利息予九二一基金會。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內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
貸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時，依應還還款總
額計付百分之零點三五之違約金予九二一基金會。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貸
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依應還款總額，以
管理銀行通知清償之日起至九二一基金會通知行使
購買選擇權之日為期，至多不超過四個月，計付年
息百分之八之遲延利息予九二一基金會。

借款人未於規定期限內清償或提前聲明不清償重建
貸款融資、自備款融資及利息時時，依應還還款總
額計付百分之零點三五之違約金予九二一基金會。



融資清償與違約融資清償與違約之之圖解說明圖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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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購買選擇權

九二一基金會
行使購買選擇權

一個月

備妥文件配合管
理銀行辦理買賣
標的之買賣、抵
押權塗銷、移轉
登記與交屋手續

備妥文件配合管
理銀行辦理買賣
標的之買賣、抵
押權塗銷、移轉
登記與交屋手續

應還款總額加計年利率
百分之八延遲利息及

百分之零點三五之違約金

應還款總額加計年利率
百分之八延遲利息及

百分之零點三五之違約金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
不參與重建戶

協助項目一
協助項目二
不參與重建戶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之產權移轉產權移轉

協助項目三
協助項目四
重建融資
未清償戶

協助項目三
協助項目四
重建融資
未清償戶

於取得所有權後一個月內，備妥文件
配合管理銀行辦理抵押權塗銷、移轉
登記與交屋手續。

於取得所有權後一個月內，備妥文件
配合管理銀行辦理抵押權塗銷、移轉
登記與交屋手續。

於九二一基金會通知行使選擇權後一個月內
，備妥文件配合管理銀行辦理買賣標的之買
賣、抵押權塗銷、移轉登記與交屋手續。

於九二一基金會通知行使選擇權後一個月內
，備妥文件配合管理銀行辦理買賣標的之買
賣、抵押權塗銷、移轉登記與交屋手續。



臨門方案修訂前後比較臨門方案修訂前後比較
  修修 訂訂 前前修修 訂訂 後後 

協

助

門

檻 

不參加重建的住戶與申請代墊自備款

的重建戶總計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意即參與重建且必須自行籌資的住

戶必須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不參加重建的住戶不得超過百分之五

十。其餘參與重建的住戶都可以申請

本會融資。 

協

助

項

目 

1.價購不願或不能參與重建的產權。

2.價購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卻不願參

與重建工程之產權。 

3.有息提供參與重建者重建費用的

百分之二十（自備款融資）。 

除左列三項外，再加上『無息參與重

建者重建費用的百分之八十（貸款融

資）』且提供自備款融資部分不計入

協助門檻。 

 
 



與行政院版比較與行政院版比較
 行 政 院 版九 二 一 基 金 會 版 

不參加重

建的產權
無解決方案。 

不願或不能參與重建者的產權由本會價購後，並出

資參與重建。 

融資額度 每戶不超過 180 萬無息融資。 

□依實際重建經費百分之八十計算貸款融資（無息

）。 

□依實際重建經費百分之二十計算自備款融資（利

率百分之五）。 

申請程序
經內政部再層轉行政院九二一社區重建

基金。 

併同協助項目一、二，直接向九二一基金會申請核

准。 

銀行角色 融資款撥交承辦金融機構辦理承貸。 
本會直接委託管理銀行協助控管臨門方案之財務流

。 

建築經理
社區自行遴聘，政府補助總融資金額之

百分之二點五。 

由本會直接委託之管理銀行視需要結合建築經理公

司，以二合一的角色，除協助本會控管臨門方案之

財務流外，也負有協助更新會的義務。 

抵押順位

應將基地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予營建署

。基地尚有前順位抵押權設定者，應自

行設法塗銷始可辦理。 

建築基地應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九二一

基金會。如基地已設定先順位抵押權予原貸款金融

機構者，得設定次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 

結    論 看得到用不到 看得到用得到 
 



臨門方案臨門方案之效應之效應

正面效應
社區由觀望轉向積極 以爭取第一班受益列車

負面效應
餘屋去化問題多 基金會風險大

以最大的風險設定方案停損點



災後集合住宅重建災後集合住宅重建
最後強心劑最後強心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