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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0011  

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组组合合屋屋临临时时小小区区  

行行政政管管理理经经费费补补助助项项目目  
 

2009年 4 月 30 日 

九二一震灾一年后，曾经是外界关注焦点之组合屋临时小区，总是让人留下「组合屋最容易吸引外界关心

与资源」之印象；然而，在各界对重建区关心逐渐冷却后，原本藉由外界援助来维持运作之组合屋临时小区，

在运作经费不足下，小区之零星修缮与维护管理工作开始出现问题，使得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之主任委

员一职成为烫手山芋，加上部分组合屋临时小区所承租或使用之土地在未来一年内将陆续到期，需要协调或疏

导之工作颇多，若缺乏有组织之运作，届时必将引发更多争议。 

 

有鉴于此，本会经 2001 年 2 月 16 日第一届第七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通过「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

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为期一年。 

 

「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补助款一律拨交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统筹运

用，不得化整为零直接发放给个别住户，以能发挥最大用途。 

 

实施依据 

 

一、补助对象 

 

九二一震灾后，政府或民间兴建，并经地方政府列管或社会认知确实存在，用以安置受灾户之组合屋、货

柜屋等临时住宅或小区。 

 

二、补助标准 

 

依据组合屋、货柜屋等临时住宅或小区现有居住事实之户数计算，每户每月补助新台币伍佰元，为期一年

。例如：某一组合屋小区共有 50 户，现有居住事实之户数为 45 户，则该组合屋小区可获得之行政管理经费补

助款为 500 元×12 月×45户＝270,000元。 

 

三、补助款拨付作业 

 

1.直接函请组合屋主管单位（请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转知辖区内各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

员会「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之内容。 

2.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填具「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之「领据」与「

住户名册」。 

3.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检具「住户名册」、「领据」、「领款人身分证复印件」、「组合屋临时

小区（受领单位）补助款保管账户银行存折封面复印件」，经组合屋主管单位汇整后函复本会，以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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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补助款发放时间与地点。 

 

四、补助款管理与核销 

 

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于领取「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补助款后，需依

循下列规定处理补助款之管理与核销： 

 

1.「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补助款必须由该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

不得化整为零转发给个别住户。 

2.「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补助款总额之百分之二十得运用于管理委员会运

作所需之行政费用，百分之三十得运用于临时小区公共设施之维护与管理费用支出，其余款项得运用于

获小区居民共识之活动方案所需费用。 

3.前项运用比例，在不违背不得化整为零转发给个别住户之原则下，得经小区居民超过三分之二之同意后

自行调整。 

4.补助款之使用必须遵守公开透明原则。 

5.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须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补助款之使用情形，以该临时小区管理委员

会名义，向本会办理结案。 

 

五、经费概算 

 

依实际补助户数调整，于补助作业结束后报董事会备查。 

 

实施过程 

 

1.直接函请组合屋主管单位转知辖区内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有关「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

管理经费补助项目」之内容。 

2.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填具「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领据」与「住

户名册」。 

3.组合屋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检具「住户名册」、「领据」、「领款人身分证复印件」、「组合屋临时

小区补助款保管账户银行存折封面复印件」，经组合屋主管单位汇整后函覆本会。 

4.于 2001 年 3 月 2 日 12 时假南投市公所、3 月 9 日 8 时 30 分假草屯镇公所、3 月 9 日 10 时假中寮乡公

所、3 月 9 日 11 时 30 分假竹山镇桂民小区（货柜屋）、3 月 9 日 13 时 30 分假集集镇公所、3 月 9 日 14

时 30 分假水里乡公所、3 月 9 日 18 时 30 分假埔里镇慈济大爱六村、3 月 10 日 12 时假东势镇馨园一村

发放补助款。 

5.未于排定时间内领取补助款者，采取邮寄方式拨款。 

 

结案说明 

 

「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共补助组合屋临时小区 86 处 5,071 户，使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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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4,000元。补助组合屋名称、户数及补助金额如表一。 

 

表一  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明细 

地 区 组 合 屋 主 任 委 员 户 数 补 助 金 额

南投市 精英村组合屋 洪西川 31 186,000

南投市 馨园二村组合屋 曾云志 97 582,000

南投市 馨园五村组合屋 萧炳顺 100 600,000

南投市 光荣一村组合屋 黄世卿 50 300,000

南投市 慈济大爱二村组合屋 石全诚 50 300,000

南投市 慈济大爱一村组合屋 吕金燕 160 960,000

草屯镇 草屯镇富功组合屋 陈石麟 96 576,000

草屯镇 草屯镇慈济大爱村 庄清南 143 858,000

草屯镇 永昌组合屋 洪有德 32 192,000

草屯镇 御富货柜屋 林炯钦 15 90,000

鹿谷乡 初乡等八处组合屋 陈锡梧 60 360,000

中寮乡 永平佛光村 游淦源 99 594,000

中寮乡 清水佛光展望村 林庆桐 26 156,000

中寮乡 福盛展望村 萧添赐 55 330,000

中寮乡 八仙展望村 廖文松 18 108,000

中寮乡 广福展望村 王振义 10 60,000

中寮乡 中寮村坪林组合屋 曾如盟 13 78,000

中寮乡 广兴南良村 吕宏志 11 66,000

中寮乡 世界展望会龙岩展望村 李锡权 21 126,000

中寮乡 中寮乡龙安香港村 黄汉卿 37 222,000

中寮乡 和兴香港村 叶万年 110 660,000

中寮乡 中寮乡耐基新村 李淑津 86 516,000

中寮乡 清城展望村 林锡宾 25 150,000

竹山镇 桂民小区（货柜屋） 曾纪平 37 222,000

竹山镇 高雄友谊村 林王民篁 120 720,000

集集镇 大爱一村（含耐基七村） 蔡文田 141 846,000

集集镇 耐基一村 蔡元周 92 552,000

水里乡 馨园三村 林顺情 82 492,000

埔里镇 慈济大爱一村 刘世森 310 1,860,000

埔里镇 埔里原住民慈济大爱二村 孔文博 104 624,000

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六村 邓崇仁 92 552,000

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七村 刘泰源 149 900,000

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八村 梁金水 48 288,000

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十八村 刘耿源 34 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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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十九村 叶辛发 21 126,000

埔里镇 埔里镇馨园二十村 潘王美菊 40 240,000

埔里镇 菩提长青村 陈芳姿 46 276,000

埔里镇 长荣货柜屋 杨贵凤 52 312,000

埔里镇 埔里镇桃米坑组合屋 徐淑华 29 174,000

埔里镇 华夏新村 饶颂君 14 84,000

埔里镇 救世军蜈蚣组合屋 石凤兰 12 72,000

埔里镇 九芎林小区救世军组合屋 詹忠义 20 114,000

埔里镇 蓝城小区救世军组合屋 吴玫瑱 70 420,000

鱼池乡 鱼池乡馨园九村 林天枝 24 144,000

鱼池乡 鱼池乡馨园十村 吴毛姮娥 24 144,000

鱼池乡 鱼池乡耐基五村 陈朝木 23 138,000

鱼池乡 中明村佳园新村 邵 洁 7 42,000

鱼池乡 中明扶轮希望村 杨昆欣 24 144,000

鱼池乡 武登扶轮希望村 林万德 20 120,000

鱼池乡 邵族文化复育小区 毛隆昌 41 246,000

国姓乡 福龟村大爱组合屋 林守都 26 156,000

国姓乡 馨园十二村 陈诸亮 78 468,000

国姓乡 馨园十四村 田基尧 51 306,000

国姓乡 北山货柜屋 简招永 35 210,000

国姓乡 国姓村长荣货柜屋 林耿田 17 102,000

国姓乡 长丰大爱组合屋 王登云 39 234,000

国姓乡 石门组合屋 汤义煌 143 858,000

国姓乡 干沟村 萧文兆 14 84,000

信义乡 地利村 幸秋达 40 240,000

仁爱乡 新生村馨园十六村 刘清川 72 216,000

仁爱乡 互助村馨园十五邸 刘匡衡 24 72,000

仁爱乡 互助村展望新村 谢秀凤 18 54,000

台中市 复健新村 吴满球 90 540,000

石冈乡 远东新村组合屋 张德明 55 330,000

石冈乡 石冈乡大隘土牛庄组合屋 刘村量 8 48,000

东势镇 台中县东势镇大爱村 陈丽珠 51 306,000

东势镇 馨园一村 杨嘉能 119 714,000

东势镇 东势镇合作新村 李鹏飞 43 258,000

东势镇 台中县东势镇高雄友谊村 李民雄 157 942,000

东势镇 东势镇互助展望村 张文进 53 318,000

新社乡 慈济大爱村   李 21 126,000

新社乡 兴安村 蔡金昌 92 552,000

失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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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原市 丰原市大爱村 陈宗文 52 312,000

和平乡 自由村三叉坑 朱木桂 34 204,000

雾峰乡 吉峰新村 陈茂松 39 234,000

雾峰乡 花东新村 潘天明 46 276,000

雾峰乡 雾峰慈济大爱 曾文涛 25 150,000

雾峰乡 新希望村 杨丽婉 35 210,000

太平市 爱平新村 张仙英 77 462,000

太平市 自强新村 陈文明 57 342,000

大里市 大里市慈济大爱新村（雾峰区） 徐权升 77 462,000

大里市 大里市慈济大爱新村 余青树 227 1,362,000

大里市 大里市展望村 李政隆 52 312,000

斗六市 慈济大爱村 卢淑珍 14 84,000

卓兰乡 上新自强新村 罗平顺 38 228,000

卓兰乡 希望新村 詹见立 31 186,000

合                                                  计 86处 5,071 30,066,616

注：仁爱乡三处组合屋迟至 2001 年 7月才提出申请，补助款减半核拨。 

注：所列主任委员为请领补助款时临时小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注：中明村佳园新村 2002年 11月 12 日退回 17,38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