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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0044  
补补助助灾灾区区办办理理小小区区重重建建调调查查规规划划费费用用计计划划  

8888--0055  
补补助助农农村村聚聚落落重重建建调调查查规规划划费费用用计计划划  

8888--0066  
补补助助原原住住民民聚聚落落重重建建调调查查规规划划费费用用计计划划  

 

2009年 4 月 30 日 

九二一震灾后，为了让各级政府所研拟之重建计划均有原则可资遵循，由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订定「

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报经 1999 年 11 月 9 日行政院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通过，成

为当时各级政府推动灾后重建之工作纲领。 

 

「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除了揭橥「塑造关怀互助之新社会」、「建立小区营造之新意识」、「创造永续

发展之新环境」、「营造防灾抗震之新城乡」、「发展多元化之地方产业」与「建设农村风貌之生活圈」等六项

重建目标，以及「以人为本，以生活为核心，重建新家园」、「考虑地区及都市长远发展，因地制宜，整体规

划农地与建地使用」、「建设与生态、环保并重，都市与农村兼顾；营造不同特色之都市与农村风貌，建造景

观优美之城乡环境」、「强化建物、设施与小区防灾功能，建立迅速确实及具应变功能之运输、通讯网，强化

维生系统」、「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产业型态，推动传统产业复兴，奖励企业再造」、「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权

责，加强政府部门横向、纵向分工合作；采弹性、灵活做法，缩短行政程序、加速重建家园」、「考虑各级政

府财政能力，善用民间资源，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建立民众、专家、企业、政府四合一工作团队」与「公共

建设、产业、生活重建计划，由中央主导，民间支持，地方配合；小区重建计划由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

央支持；各项计划依完成时序分别执行」等八项基本原则外，并将整体重建计划分为「公共建设计划」、「产

业重建计划」、「生活重建计划」与「小区重建计划」等四大项，且于各项重建计划下确定计划范围、编制内

容、格式、编报流程及时程、各部会分工、计划审议核定程序及配合措施等。  

 

在小区重建计划部分，为了让小区重建计划有所依循，内政部营建署于 1999 年 11 月 26 日订颁「灾后

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以规范小区重建计划之拟定及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必须配合

办理之工作与流程（图一）： 

 

1.小区重建计划应先以乡（镇、市）为范围，由乡（镇、市）规划团队研拟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

，送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会审议，并核转县（市）重建推动委员会核定，据以拟订小区更新计

划、都市计划变更案（1999年 12月 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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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市）政府依据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检讨修正县（市）综合发展计划，报内政部核定。 

3.依县（市）重建推动委员会核定之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就各小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方

文化特色、产业发展形态、建物毁损状况及小区居民意愿，划分为个别建物重建与整体重建二种重建

方式。整体重建地区得视实际需要，再划分为都市更新地区、乡村区更新地区、农村聚落重建地区、

原住民聚落重建地区及新小区开发地区等五种整体重建类型，分别拟定小区重建计划（都市更新及乡

村区更新或新小区计划），并征求各该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意见后，送请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

会核转县（市）重建推动委员会核定（1999 年 3月 1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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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

图一  重建纲要及小区重建计划审议流程与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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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别建物重建 

 

依内政部订定之「九二一震灾灾区建筑管理简化规定」及「九二一大地震灾后个别建筑物重建奖励要点

」规定，简化建照申请程序，并提供相关奖励与协助。 

 

二、都市更新地区重建 

 

都市计划内适合采都市更新方式办理重建者，划设为「都市更新地区」，并依都市更新条例及其相关子

法规定，划定都市更新地区及都市更新单元，分别进行重建、整建与维护。实施方式得采区段征收、市地重

划、权利变换或其它「都市更新条例」规定方式办理，并依该条例规定给予容积奖励与税捐减免。 

 

三、乡村更新地区重建 

 

非都市土地内适合采乡村区更新方式办理重建者，划设为「乡村区更新地区」，并依下列二种方式办理

重建：  

 

1.依都市计划法定程序，拟定乡街计划，或扩大都市计划范围后，依「都市更新条例」办理重建、整建

与维护，并依该条例规定给予容积奖励与税捐减免。 

2.依「台湾省农村小区更新土地重划实施办法」规定办理重建。  

 

四、新小区开发 

 

新小区之开发，以下列需要为原则：  

 

1.安置断层或其它地质脆弱地区之居民。  

2.安置尚未取得之公共设施保留地上之受灾户。  

3.安置灾区公共建设拆迁户。  

4.其它配合地方政府安置受灾户需要。 

 

至于新小区开发之区位，则应尊重拆迁安置户之意愿，优先考虑洽购都市计划范围外或都市计划范围内

周边之农地、公有土地、公营事业土地或其它适当之土地后，并依下列方式进行规划、开发与建设：  

 

1.依都市计划法定程序，办理变更、新订或扩大都市计划后，依序进行开发建设。  

2.依「区域计划法」及「非都市土地变更审议规范」相关规定程序，办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变更编定后，

进行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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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聚落重建 

 

农村聚落重建地区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另行制订「农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据以拟定重建计划，

实施重建，不适用「灾后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相关规定。 

 

六、原住民聚落重建 

 

原住民聚落重建地区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参照「农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范」规定，拟定「原住民聚

落重建作业规范」办理重建，不适用「灾后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相关规定。 

 

小区重建规划与经费来源 

 
一、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 

 

依「灾后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规定，乡（镇、市）应先甄选规划团队，研拟重建纲要计划，

作为拟定小区重建计划之依据。灾区面积较小之乡（镇、市），经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会同意后，可

直接研拟小区重建计划。其中，有关规划团队甄选、规划团队组成、规划团队任务、重建纲要计划审议、重

建纲要计划应表明事项与规划费用来源，分述如下： 

 

1.规划团队甄选：各受灾县政府及乡（镇、市）公所为拟定小区重建计划，应会同并参考行政院经建会

提供之人才数据库，依据地方特性及需要甄选规划团队。一个乡（镇、市）以一个团队规划为原则。

台中市可依据事实需要比照办理。至于乡（镇、市）已组成规划团队者，得由该规划团队继续进行规

划。各小区已有规划团体进行小区重建规划者，亦得由该规划团体继续办理，并将其规划成果审酌纳

入各该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中。  

2.规划团队组成：规划团队应由专业技术顾问、学术团体、法人机构、或其它政府机关领衔，成员应包

括都市计划（或农山村规划）、都市设计、建筑、地政及权利变换、土木或大地工程、防灾及环境规

划、景观工程等专业人员。 

3.规划团队任务：规划团队应于乡（镇、市）公所所在地设置乡（镇、市）级工作站，并依据事实需要

，于每一小区设置小区工作站，派员驻地规划及解说，并搜集当地民众意见，扩大民众参与，其任务

包括： 

（1）研拟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  

（2）研拟都市更新地区、乡村区更新地区及新小区开发地区之重建计划。  

（3）制作都市计划拟定或变更书图。 

（4）制作都市更新计划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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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建纲要计划审议：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拟定后，送请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会审议通过

，函转县重建推动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县政府核定公告，并同时副知行政院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及

内政部。台中市部分受灾地区之重建纲要计划拟定后，送请台中市重建推动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台

中市政府核定公告。 

5.重建纲要计划应表明事项：  

（1）发展愿景与定位。 

（2）社经与环境现况。  

（3）震灾损毁调查分析。 

（4）重建课题与对策。  

（5）整体重建发展构想。  

（6）各种重建类型地区之划设及其重建构想，包括：  

都市更新地区。  

乡村区更新地区。  

农村聚落重建地区。  

原住民聚落重建地区。  

新小区开发地区。  

个别建物重建区。  

（7）其它复建计划配合措施，包括：  

纪念性、具文化价值建筑物及文化地景复建配合措施。  

公共或公用设施复建配合措施。  

产业设施复建配合措施。  

生活设施复建配合措施。  

后续重建计划所需规划经费概估。  

（8）后续重建计划所需规划经费概估。 

（9）其它应表明事项。  

6.规划费用来源：依据「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规定，有关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乡（镇、市）重

建纲要计划与小区重建计划等规划团队之经费与规划费，系由「民间捐款统筹支应」。 

 

爰「有关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与小区重建计划等规划团队之经费与规划

费，系由『民间捐款统筹支应』」之「规定」，内政部营建署依自己颁订之「灾后小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

范」，于 1999年 11 月 30日召开「研商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补助受灾地区办理小区重建规划费用

补助计划会议」，并依会议结论，于 1999 年 12 月 15日向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提出「补助灾区办

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申请补助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与小区重建

计划等规划团队之规划费用与县（市）、乡（镇、市）及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之行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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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聚落重建规划 

 

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负责之农村聚落重建地区，由水土保持局依据以往办理富丽农村之经验，自 1999

年 10 月中旬起，派员深入灾区调查农村损害情形（图二），并选定其中受灾密集、严重及重建意愿较高之农

村聚落，共 74 区（苗栗县 2 区，台中县 14区，南投县 57 区及云林县 1区），委托专业规划团队办理重建调

查规划，并于 1999 年 12月 8 日向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提出「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

划」，申请补助规划团队之规划费用、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与县政府、乡（镇、市）公所协助办理「补

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之行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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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农村（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审议流程与时程 

 

三、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 

 

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自 1999 年 10 月中旬起，邀集灾区各县政府、乡公所就其委请成功大学防灾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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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灾区部落勘查报告，以及乡公所所提聚落调查报告，加以分析分析，选定亟需办理重建之 22 个（原先预

定选定 24 个）部落进行重建规划工作。一方面协助居民组织「原住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另一方面则

由县政府会同乡公所甄选专业规划单位，展开现场访查与各项规划作业，并于 1999 年 12 月 3日向财团法人

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提出「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申请补助规划团队之规划费用。 

 

政府申请民间捐款补助小区重建之规划费用 

 

一、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内政部营建署所提「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经 1999年 12 月 17 日第一届第二次董

监事联席会核定补助 665,600,000 元，并依内政部营建署之提案需求，核拨第一年期经费 165,600,000 元（

表一），用以补助灾区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修订与研订费用、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规划费用，以及

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为配合相关工作所需之行政费用。其中，南投县政

府 74,900,000 元、台中县政府 48,500,000 元、台中市政府 9,900,000 元、苗栗县政府 10,200,000 元、云

林县政府 12,600,000 元、彰化县政府 9,500,000 元。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修订与研订费用部分，每县（

市）360 万元。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规划费用部分，则依受损情形不同，每乡（镇、市）核定补助

120~360 万元不等。行政费用部分，县（市）重建推动委员会为 50 万元、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会为

30 万元、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为 10 万元。实际之规划费用则由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先行与规

划团队议价，再送本会转请「灾后重建民间咨询团」审查后核定。 

 

表一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县市别 乡镇市 

综合发展计划 

重建纲要计划规划费用 县市 乡镇市 小区 

南投县 南投县 360 50 130

 南投市 360 30 340

 埔里镇 360 30 330

 草屯镇 240 30 270

 竹山镇 360 30 280

 集集镇 360 30 110

 名间乡 240 30 230

 鹿谷乡 240 30 130

 中寮乡 360 30 180

 鱼池乡 360 30 130

 国姓乡 360 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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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乡 240 30 190

 信义乡 240 30 140

 仁爱乡 240 30 140

 7,490 4,320 50 390 2,730

台中县 台中县 360 50 130

 丰原市 240 30 360

 大里市 240 30 200

 太平市 240 30 190

 潭子乡 120 30 130

 新社乡 360 30 130

 雾峰乡 360 30 200

 东势镇 360 30 250

 和平乡 120 30 80

 石冈乡 360 30 100

 4,850 2,760 50 270 1,770

台中市 台中市 360 50

 北屯区 240 30 310

 990 600 50 30 310

苗栗县 苗栗县 360 50

 卓兰镇 240 30 110

 泰安乡 120 30 80

 1,020 720 50 60 190

云林县 云林县 360 50

 斗六市 120 30 350

 古坑乡 120 30 200

 1,260 600 50 60 550

彰化县 彰化县 360 50

 员林镇 120 30 390

 950 480 50 30 390

合   计 16,560 9,480 300 840 5,940

 

二、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所提「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经 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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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补助 88,500,000 元，包括规划团队之规划费用、县及乡（镇、市）公所协助办

理本计划相关业务之行政费用、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之行政费用、农村聚落重建审议小组之审查费用与

农村住宅图集设计费（表二）。 

 

表二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经费预算 

项  目 预 算 经 费 备  注

委办费 79,600,000 规划团队规划费用。 

人事费 600,000 审查与出席费用。 

补助费 6,300,000 
补助 4 个县政府、20 个乡（镇、市）公所协助办理本项计划之行政费用，及补助

74 个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业务费 2,000,000 支付农村住宅图集设计费，计选出 3类，共 25种图。 

合  计 88,500,000  

 

三、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所提「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经 1999 年 12 月 17日第一届第二

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补助 20,944,000元。 

 

结案说明 

 
一、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于 2000 年 12 月 31 日结案，共补助 5 个县（市）综合发

展计划（云林县未于期限内执行）、28 个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台中县潭子乡未办理，台中市将规划

区分成断层带以东及断层带以西二部分）、6 个县（市）重建推动委员会、26 个乡（镇、市）重建推动委员

会（台中县潭子乡未办理重建纲要计划，云林县斗六市未使用）、323 个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中寮乡退回 1

个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100,000 元。竹山镇退回 8 个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800,000 元，9

个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部分行政费用 817,360 元。依嘉义市政府申请，于 2002年 1 月 22日补助嘉义市西区

力行市场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100,000元。于 2002年 2 月 26日补助南投县仁爱乡瑞岩小区

迁住管理委员会行政费用 100,000 元。实际补助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314 个），使用经费 126,305,340 元，

结余款 39,725,732 元（含部分孳息）（表三）。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与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委托规

划团队名单与规划费用如表四。乡（镇、市）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名单如表五。 

 

由于本项计划于核定补助时，对于所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补助原则并未有明确规范，导

致县（市）政府对于该笔补助款之处理方式出现截然不同之情况。例如，台中县、台中市、苗栗县、彰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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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县部分，系由县（市）政府直接控管，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必须经核备后，才核发补助款；南投县部

分，则由县政府依乡（镇、市）村（里）数，直接将补助款转拨给乡（镇、市）公所，由乡（镇、市）公所

核发，导致某些乡（镇、市）按村（里）通通有奖，甚至还出现部分村（里）兼领取「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

查规划费用计划」项下行政费用补助款之现象，而有些乡（镇、市）却完全没有使用。 

 

为避免引发争议，本会除请求各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对于行政费

用补助款之考核应依 2001 年 1 月 3 日「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补助计划年终检讨会」结论，由核

发单位负责外，并约定行政费用补助款不得流为其它用途。 

 

至于原核定之 5 亿元规划费用补助款，依「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规定，本会将俟

各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完成后，依纲要计划所拟小区重建计划所需规划费用再行核拨，然因「灾后小

区重建计划内容及作业规范」中对于小区重建计划之必要性缺乏明确规范，也缺乏审议规划费用之配套制度

，为使民间捐款发挥最大效用，后续补助款则纳入「筑巢项目」，统筹运用于协助或补助集合住宅（小区）

与弱势受灾户家屋重建。 

 

表三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使用经费 

县市综合发展计划、乡镇

市重建纲要计划规划费用 

县市、乡镇市重建推动

委员会行政费用 

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行政费用 
合 计

县市别 

核 定 经 费 使 用 经 费 核 定 经 费 使 用 经 费 核 定 经 费 使 用 经 费 核 定 经 费 使 用 经 费 结 余 款

南投县 43,200,000 40,708,000 4,400,000 4,400,000 27,300,000 14,082,340 74,900,000 59,190,340 15,849,399

台中县 27,600,000 24,600,000 3,200,000 2,900,000 17,700,000 14,400,000 48,500,000 41,900,000 6,600,000

台中市 6,000,000 6,000,000 800,000 800,000 3,100,000 1,400,000 9,900,000 8,200,000 1,700,000

苗栗县 7,200,000 6,100,000 1,100,000 1,100,000 1,900,000 200,000 10,200,000 7,400,000 2,851,333

彰化县 4,800,000 4,800,000 800,000 800,000 3,900,000 100,000 9,500,000 5,700,000 3,800,000

云林县 6,000,000 2,375,000 1,100,000 800,000 5,500,000 400,000 12,600,000 3,575,000 9,025,000

嘉义市   100,000  100,000

合  计 94,800,000 84,583,000 11,400,000 10,800,000 59,400,000 30,682,340 165,600,000 126,065,340 39,72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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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规划团队与规划费用明细 

  
县综合发展计划或乡镇市重建 

纲要计划规划团队 
预    算 补助费用 

实际 

委托规划费用

南投县 成功大学都市计划学系  邹克万 3,600,000 3,540,000 3,540,000

南投市 逢甲大学建筑及都市计划研究所  赖美蓉  3,600,000 3,500,000 3,500,000

埔里镇 台湾科技大学  李威仪 3,600,000 3,400,000 3,400,000

草屯镇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刘可强 2,400,000 2,400,000 2,640,000

竹山镇 成大研究发展基金会  陈丽红  3,600,000 3,000,000 3,000,000

集集镇 陈碧潭建筑师事务所  陈碧潭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名间乡 成功大学都计系  王振英  2,400,000 1,800,000 1,800,000

鹿谷乡 中华民国建筑学会  林建元 2,400,000 1,998,000 1,998,000

中寮乡 中原大学规划团队  喻肇青 3,600,000 3,500,000 3,500,000

鱼池乡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  刘可强 3,600,000 3,300,000 3,300,000

国姓乡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  刘可强 3,600,000 3,590,000 3,590,000

水里乡 大城环境工程顾问公司  庄永智 2,400,000 2,370,000 2,370,000

信义乡 私立东海大学  锺温清 2,400,000 2,360,000 2,360,000

仁爱乡 私立淡江大学建筑系  郑晃二   2,400,000 2,350,000 2,350,000

台中县 国立成功大学都市计划学系  邹克万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丰原市 正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庄翰华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大里市 龙邑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黄代顼 2,400,000 2,230,000 2,230,000

太平市 全域规划公司  赖美蓉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潭子乡 无拟定纲要计划 1,200,000 0 0

雾峰乡 中华发展研究院  李克定 3,600,000 3,400,000 3,400,000

东势镇 冠暐股份有限公司  罗进益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石冈乡 龙邑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黄代顼 3,600,000 2,500,000 2,500,000

新社乡 太乙工程顾问公司  李素馨 3,600,000 3,470,000 3,470,000

和平乡 大华不动产顾问有限公司  田怀亲 1,200,000 1,000,000 1,000,000

台中市 逢甲大学建设学院  周宜强 3,600,000 3,600,000 6,800,000

断层线以东 长丰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罗清福 2,400,000 2,160,000

断层线以西 长丰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罗清福  2,160,000

苗栗县 国立政治大学  黄健二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卓兰镇 淡江大学建筑系  郑晃二 2,400,000 1,300,000 1,300,000

泰安乡 祥棱工程顾问公司  谢思凡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彰化县 中央大学城乡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  谢浩明 3,600,000 3,600,000 5,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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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林镇 台湾区域发展研究院  曹正义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云林县 未于期限内进行委托  3,600,000 0 0

斗六市 正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方启源  1,200,000 1,175,000 1,175,000

古坑乡 正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方启源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合   计  94,800,000 84,583,000 91,593,000

注：实际规划费超过补助额度者由各该单位自筹。 

 

表四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明细 

地  区  别 小 区 重 建 推 动 委 员 会 名 称 主任委员 行政费用 

南投县埔里镇 东门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振峰 100,000

  西门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政弘 100,000

  南门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登万 100,000

  南村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潘英辉 100,000

  北门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进万 100,000

  北安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启贤 100,000

  清新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义正 100,000

  熏化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皆然 100,000

  篮城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鑫渊 100,000

  水头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薛五郎 100,000

  麒麟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育佶 100,000

  褔兴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金章 100,000

  史港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丛枝明 100,000

  广成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锦荣 100,000

  一新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罗清富 100,000

  成功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彭送来 100,000

  同声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周文棋 100,000

  泰安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继宗 100,000

  北梅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辉彰 100,000

  杷城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洙渊 100,000

  大湳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何昭寿 100,000

  房里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启华 100,000

  蜈蚣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丁富昌 100,000

  枇杷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登堂 100,000

  溪南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潘清传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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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格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施文雄 100,000

  桃米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金俊 100,000

  爱兰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宝全 100,000

  铁山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潘登昭 100,000

  合成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东岳 100,000

  向善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褔财 100,000

  大城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聪义 100,000

  牛眠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游进春 100,000

  土石流区迁村推动委员会 黄建清 100,000

南投县草屯镇 山脚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简志文 100,000

  御史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蔡纹忠 100,000

  明正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  差 100,000

  和平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永禄 100,000

  中山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简焕基 100,000

  加老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柏森 100,000

  石川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何坤围 100,000

  北投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苏振荣 100,000

  富寮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高顺洲 100,000

  北势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褔男 100,000

  南埔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金龙 100,000

  坪顶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万水 100,000

  敦和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新强 100,000

  新厝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明松 100,000

  上林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萧鸿谊 100,000

  碧峰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庆盛 100,000

  碧洲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简清标 100,000

  复兴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严金模 100,000

  新丰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资湖 100,000

  新庄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炎生 100,000

  土城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庆祥 100,000

  平林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清草 100,000

  双冬里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坤助 100,000

南投县竹山镇 中央社区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 元） 曾松吉 0

  中和小区重建委员会（退回 99,700 元） 曾坤源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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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里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 元） 杨美虹 0

  中正小区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 元） 郑印清 0

  瑞竹小区重建委员会 汪如水 100,000

  延山小区重建委员会（退回 86,000 元） 陈万枝 14,000

  延祥小区重建委员会 林俊元 100,000

  坪顶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陈栋梁 100,000

  桶头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张英语 100,000

  社寮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陈俊郎 100,000

  山崇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67,500元） 庄锦耀 32,500

  中崎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曾逊尧 100,000

  下坪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元） 陈秀典 0

  大安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69,340元） 陈启束 30,660

  延正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元） 曾文煌 0

  延平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元） 蔡贤能 0

  富州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97,200元） 陈火顺 2,800

  德兴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元） 陈万盛 0

  褔兴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99,700元） 汪文见 300

  秀林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100,000元） 吴清泡 0

  嗂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廖国霈 100,000

  中山里小区灾后重建委会（退回 99,020元） 陈文宗 980

  鲤鱼里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王上嘉 100,000

  竹山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退回 99,200元） 苏清判 800

  延和小区灾后重建委员会 许阳明 100,000

南投县集集镇 八张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欧木水 100,000

  集集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有桐 100,000

  玉映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大根 100,000

  永昌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严鸿邦 100,000

  广明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坤明 100,000

  富山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文开 100,000

  田寮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义能 100,000

  隘寮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建利 100,000

  和平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秀琴 100,000

  吴厝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锋舜 100,000

  林尾里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启洋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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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鹿谷乡 鹿谷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谢慎梲 100,000

  秀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金城 100,000

  竹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有利 100,000

  永隆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朋钖 100,000

  彰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仪松 100,000

  内湖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叶昆鸿 100,000

  初乡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柯大安 100,000

  凤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雨水 100,000

  竹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洽亿 100,000

  和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贞复 100,000

  瑞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添盛 100,000

  广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火盛 100,000

  清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武艺 100,000

  秀峰村东埔纳寮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进声 100,000

南投县中寮乡 坎顶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退回补助款） 廖丁顺 0

  爽文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谢华封 100,000

  清水村顶水堀土石流迁邻作业推动委员会 陈金城 100,000

南投县鱼池乡 中明村中明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昆欣 100,000

  大雁村涩水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苏水定 100,000

  共和村共和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江荣 100,000

  日月村日月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叶万全 100,000

  武登村武登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金海 100,000

  东光村东光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许庆华 100,000

  头社村头社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萧丰潾 100,000

  五城村五城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和成 100,000

  新城村新城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进来 100,000

  大林村大林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灯辉 100,000

  水社村水社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  度 100,000

  东池村东池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茂涂 100,000

  鱼池村鱼池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真雄 100,000

  五爷城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景风 100,000

南投县国姓乡 国姓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木林 100,000

  石门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饶坤相 100,000

  大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罗金荣 100,000



  
 

 16

  长流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庆丰 100,000

  长褔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进和 100,000

  长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参万榖 100,000

  北港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叶佳坛 100,000

  干沟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飞造 100,000

  褔龟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桔田 100,000

  柑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钦源 100,000

  大石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德连 100,000

  北山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运发 100,000

  南港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东汉 100,000

南投县水里乡 玉峰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昭顺 100,000

  永兴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正孟 100,000

  农富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清游 100,000

  中央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锦龙 100,000

  水里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朝金 100,000

  城中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  稽 100,000

  南光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铭隆 100,000

  郡坑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明国 100,000

  上安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永富 100,000

  兴隆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甘照清 100,000

  巨工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添盛 100,000

  新城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明隆 100,000

  永丰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庆堂 100,000

  民和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江龙汉 100,000

  新山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美玲 100,000

  北埔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文生 100,000

南投县信义乡 明德十三甲小区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德旺 100,000

  地利村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幸秋达 100,000

  潭南村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幸源丰 100,000

南投县仁爱乡 瑞岩小区迁住管理委员会 杨正德 100,000

台中县丰原市 德川家康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敏俐 100,000

  尊龙重建推动委员会 冯世阳 100,000

  联合市场重建推动委员会 谢远智 100,000

  埤头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世苍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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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田里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南村 100,000

  九龙新村、龙庭小区 杜振东 100,000

  南田里联合新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郭茂盛 100,000

  南田里六十八巷第三、四邻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明征 100,000

  南田里六十八巷第五、六、七邻重建推动委员会 游  池 100,000

  坪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周国安 100,000

  名人山庄重建推动委员会 徐中雄 100,000

  丰田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秋缎 100,000

  向阳永照重建推动委员会 涂正雄 100,000

  民众新村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景辉 100,000

  东阳路一三○巷（东阳别墅） 马顺安 100,000

  水源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智能 100,000

  埤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邱弘图 100,000

  南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秋吉 100,000

  丰南市场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罗美娜 100,000

  北阳里绿山庄口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钦光 100,000

  绿山庄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江丰雄 100,000

  南阳路 58巷 147弄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清山 100,000

台中县大里市 名扬天厦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詹黄玉兰 100,000

  台中王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传益 100,000

  台中奇迹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文贵 100,000

  远见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得富 100,000

  金巴黎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玉英 100,000

  向阳新第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义参 100,000

  杰出家庭大楼重建推动委员会 游子英 100,000

  大里新都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方溪湖 100,000

  龙阁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熙琦 100,000

  名人华厦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潘素贞 100,000

  元百圆满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苏敏典 100,000

  张三雅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益生 100,000

  中兴 VIP国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曹东容 100,000

  麟阁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彭干荣 100,000

  绿意亲境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施  可 100,000

  永东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文秀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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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福华厦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南东 100,000

  东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福兴 100,000

  璇座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伟峰 100,000

  仁化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徐朝成 100,000

  健民崁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金旺 100,000

  翠堤路十六户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唐肇钟 100,000

  台中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中英 100,000

  东南大镇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永龙 100,000

  宝浩世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文家 100,000

  崇光天下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志训 100,000

  元百囍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蔡福荣 100,000

台中县太平市 大地城国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孔广书 100,000

  德隆路一三一巷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高顺生 100,000

  元宝天下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苏炳彰 100,000

  名人山水大厦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荣熙宏 100,000

  吉星富贵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邹聪智 100,000

  头汴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胡文萃 100,000

  黄竹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和纯 100,000

  宏总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周武鸿 100,000

  东平广三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吕月娇 100,000

  龙市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来生 100,000

  新力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章俊 100,000

  自强新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锦辉 100,000

  富贵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汤顺仓 100,000

  台中华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素真 100,000

  欢乐太平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许振丰 100,000

台中县雾峰乡 雾峰桐林村雾峰山庄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凤阵 100,000

  自强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敏钟 100,000

  民生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瑞男 100,000

  富家江山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吴智盛 100,000

  省府宝座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谢德能 100,000

  新天地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苏建国 100,000

  本乡村第一邻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义芳 100,000

  中正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连堂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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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吉第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范扬富 100,000

  锦荣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志雄 100,000

  本堂村巨匠皇宫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燧焙 100,000

  太子城堡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秉政 100,000

  本堂村兰生街十三邻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白振玉 100,000

  兰生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哲夫 100,000

  本堂村二十九邻一品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树基 100,000

  本堂村二十六邻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吴俊茂 100,000

  莱园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冯群喨 100,000

  林家下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正方 100,000

  坑口村三十一邻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建铃 100,000

  克林顿山庄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俊琛 100,000

  六股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清水 100,000

  雾峰万丰村全家福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进福 100,000

  全家福小区双弄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淑华 100,000

  状元及第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东海 100,000

  艺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卢天龙 100,000

  本堂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超培 100,000

  大宏世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素真 100,000

  莱园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何正松 100,000

  中正龙邸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梁志铭 100,000

  山多绿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丁聪明 100,000

  本堂村富豪大厦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成安 100,000

  坑口村复兴六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高进财 100,000

  清境山庄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锦珠 100,000

台中县东势镇 南平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昌敏 100,000

  龙之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吴成正 100,000

  东安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世泉 100,000

  中嵙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叶玉锦 100,000

  中宁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公馆小区） 赖枝泉 100,000

  下新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发现 100,000

  延平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周有福 100,000

  延平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献义 100,000

  匠寮巷公馆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瑞晓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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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第一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世氿 100,000

  北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邱万华 100,000

  名流艺术世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如林 100,000

  延平里一品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晏榕 100,000

  东势王朝二期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朱中兴 100,000

  泰昌里东工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连玉 100,000

  广兴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文虎 100,000

  茂兴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詹勋廷 100,000

  泰昌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庄坤和 100,000

  泰兴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徐进盛 100,000

  上新里忠孝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庆港 100,000

  广兴泰安宫中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玉英 100,000

台中县石冈乡 和盛刘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应宁 100,000

  和盛李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似泉 100,000

  和盛锺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锺报顺 100,000

  土牛朱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朱传财 100,000

  梅子刘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嘉全 100,000

  土牛刘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祥瑛 100,000

  梅子林厝二房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保卿 100,000

  仙塘坪农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廖立卿 100,000

  土牛刘厝农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卢思岳 100,000

  营林巷农村聚落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雨忠 100,000

  梅子林厝三房小区 林祈部 100,000

  石冈街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梁培政 100,000

  石冈村井子角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  露 100,000

  和盛街弱势小区 王文财 100,000

  万安村丰势路小区 黄崇猛 100,000

台中县新社乡 中正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永昌 100,000

  月湖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江荣贵 100,000

  协成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王安生 100,000

  东莹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詹武崈 100,000

台中县和平乡 三叉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朱木桂 100,000

  达观村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合生 100,000

  博爱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柯  鑫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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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势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弈正 100,000

  自由村双崎部落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吴进禄 100,000

  梨山村新佳阳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辉荣 100,000

  天轮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兴水 100,000

台中市 断层地区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万水 100,000

  中兴大楼集合住宅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区少梅 100,000

  文心大三元白金特区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林茂生 100,000

  德昌新世界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东洲 100,000

  真善美Ａ栋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永祥 100,000

  绿色大地Ｂ栋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陈雪梨 100,000

  天下一家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江立权 100,000

  忠孝名厦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俐芳 100,000

  升平华厦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 黄贤德 100,000

  松茂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吕金旺 100,000

  彩虹锦祥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赖锦祥 100,000

  台中市北台中公园城重建推动委员会 邱满祥 100,000

  府后街春巷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杨李梨花 100,000

  东方巴黎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吴秀惠 100,000

苗栗县 上新里上新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曾博明 100,000

  象鼻村大安部落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金安 100,000

云林县 中山国宝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李荣煌 100,000

  观邸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永樛 100,000

  祥瑞大楼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张玉佩 100,000

  草岭小区重建推动委员会 刘文房 100,000

彰化县 员林龙邦富贵名门推动委员会  徐胜昌 100,000

嘉义市 西区力行市场九二一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洪明佑 100,000

合   计   30,682,340

 

二、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于 2000 年 2 月 10 日完成期中报告书，3 月 10 日完成期末报

告书，随即由「农村聚落重建审议小组」分成二组办理期末报告书审查，于 5 月 5日完成审查工作。然因部

分规划报告逾期，加上补办农村住宅标准图征选业务，造成原定计划期程延后，至 2001 年 2 月办理结案，

总计办理 74 个农村聚落规划、补助 74 个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4 个县政府与 20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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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所协助办理本项计划之行政费用，并完成 25种农村住宅标准图。实际使用经费为 79,782,562 元，结

余款 8,717,438 元，经费预算与实际使用情形如表五。 

 

表五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预算经费与实际使用经费 

项  目 预 算 经 费 实 际 使 用 经 费 备  注 

委办费 79,600,000 70,699,522 规划团队规划费用。 

人事费 600,000 335,000 审查与出席费用。 

补助费 6,300,000 6,570,000

补助四个县政府、20 个乡（镇、市）公所协助办

理本项计划之行政费用，及补助 74 个农村聚落

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 

业务费 2,000,000 2,178,040
支付农村住宅图集设计费，计选出 3 类，共 25

种图。 

合  计 88,500,000 79,782,562 结余款 8,717,438 元 

 

74 个农村聚落规划团队名称与规划费用明细如表六。补助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行政费用

明细如表七。补助 74 个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明细如表八。 

 

表六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规划地区、面积、受灾情形、规划团队名称与规划费

用明细 

规 划 地 区 
规划面积

（公顷）
受灾情形 规 划 团 队 规划费用

卓兰镇上新里水坑聚落（1邻） 40 
全倒：17 

半倒：23 

佳境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曹源龙 
750,000

卓兰镇内湾里内湾聚落 

（1、10、15邻） 
43 

全倒：54 

半倒：30 

淡江大学建筑系   

郑晃二 
850,000

东势镇中嵙里窑坑、中嵙地区 50 
全倒：67 

半倒：27 

世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蔡龙铭 
850,000

东势镇中嵙大湾、横龙地区 117 
全倒：63 

半倒：48 

锡恩工程顾问公司   

王德镛 
864,900*

东势镇东新里伯公龙地区（8邻） 14 
全倒：14 

半倒：6 

张胜南建筑师事务所   

张胜南 
700,000

新社乡协成村长崎头（16邻） 18 
全倒：7 

半倒：3 

中华乡村发展学会   

毛冠贵 
700,000

新社乡中正村食水嵙坑（8~10邻） 65 
全倒：50 

半倒：0 

中华民国小区总体营造促进总会   

林仁宏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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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乡中和村抽藤坑（6~12邻） 63 
全倒：28 

半倒：19 

黎明工程顾问公司   

林得志 
850,000

石冈乡龙兴村仙塘坪（2~6邻） 50 
全倒：66 

半倒：17 

东海工程顾问公司   

梁东海 
800,000

石冈乡土牛村（1、3、4、5邻） 24 
全倒：82 

半倒：6 

财团法人跨界文教基金会   

卢思岳 
864,900*

石冈乡和盛村营林聚落（4~8邻） 39 
全倒：58 

半倒：20 

伯齐工程顾问公司   

曾雨忠 
900,000

丰原市南嵩里坪顶（13、14邻） 40 
全倒：21 

半倒：0 

上豪工程技术顾问公司   

曹智雄 
693,000*

潭子乡新田村刀石坑（1、2邻） 137 
全倒：17 

半倒：3 

台联工程顾问公司   

陈正平 
750,000

太平市东汴里土地公崁（5、6邻） 67 
全倒：10 

半倒：6 

中华乡村发展学会   

吴铭塘 
800,000

雾峰乡万丰村、山脚聚落 34 
全倒：63 

半倒：18 

吴省斯建筑师事务所   

吴省斯 
950,000

雾峰乡北沟、桐林村地区 77 
全倒：37 

半倒：0 

中国农村发展规划学会   

李庆余 
1,050,000

草屯镇平林里（1、2邻） 63 
全倒：14 

半倒：15 

谢舒惠建筑师事务所   

谢舒惠 
800,000

草屯镇平林里（3~13邻） 89 
全倒：71 

半倒：125

陈永裕建筑师事务所   

陈永裕 
900,000

草屯镇双冬里（10、11、26邻） 42 
全倒：15 

半倒：0 

冠欣工程顾问公司   

曾威贵 
800,000

草屯镇土城里（10邻） 42 
全倒：8 

半倒：9 

正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方溪泉 
800,000

国姓乡大旗村（1~3邻） 70 
全倒：41 

半倒：17 

东亿测量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维能 
850,000

国姓乡长福村 803 
全倒：48 

半倒：74 

大叶大学艺术暨设计学院   

杨旻洲   
800,000

国姓乡长流村（1~4邻） 70 
全倒：69 

半倒：31 

唐真真建筑师事务所   

唐真真 
850,000

国姓乡北港村（4~6、10、11邻） 40 
全倒：79 

半倒：37 

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   

刘可强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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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姓乡福龟村 50 
全倒：219

半倒：250

台湾区域发展研究院小区再造中心   

白锡旼 
1,350,000

鱼池乡共和村（6~8、12、13邻） 78 
全倒：81 

半倒：22 

财团法人文化环境文教基金会   

李威杰 
1,063,700*

鱼池乡大雁村（2~3、7~9邻） 

五城村（4~6邻） 
104 

全倒：72 

半倒：34 

朝群景观设计公司   

庄永智 
1,200,000

鱼池乡中明村（1~12邻） 120 
全倒：210

半倒：27 

戴育泽建筑师事务所   

戴育泽 
1,150,000

鱼池乡大林村（5~14邻） 93 
全倒：180

半倒：53 

李朝露建筑师事务所   

李朝露  
1,300,000

鱼池乡东光村（1~13邻） 85 
全倒：257

半倒：61 

中华民国区域产业经济振兴协会  邱

明民 
1,050,000

鱼池乡新城村（1~12邻） 156 
全倒：159

半倒：135

梁耀南建筑师事务所   

梁耀南 
1,131,600*

鱼池乡头社村（1~13邻） 138 
全倒：172

半倒：53 

王森主建筑师事务所   

王森主 
1,150,000

鱼池乡武登村（1~12邻） 342 
全倒：115

半倒：26 

逢甲大学建筑及都市计划研究所  赖

美蓉 
1,200,000

埔里镇广成里（1、13、14邻） 88 
全倒：53 

半倒：7 

姜义荣土木技师事务所   

姜义荣 
990,000

埔里镇牛眠里（9、10邻） 126 
全倒：44 

半倒：18 

董家钧大地水保技师事务所   

董家钧 
1,138,500*

埔里镇桃米里（1邻） 42 
全倒：43 

半倒：12 

正升工程顾问公司   

许怀后 
841,500*

埔里镇珠格里（1、2、5~9、11邻） 104 
全倒：176

半倒：22 

屏东科技大学农村规划系   

卢惠敏 
1,150,000

埔里镇福兴里（10、11邻） 80 
全倒：37 

半倒：4 

宏升工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   

陈传彦 
1,000,000

水里乡新山村（1、6、7邻） 60 
全倒：44 

半倒：64 

长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林晖博 
800,000

水里乡民和村（1~3邻） 107 
全倒：41 

半倒：22 

朝群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王褔郡 
950,000

水里乡郡坑村（1、2、3、5邻） 113 
全倒：15 

半倒：25 

大城环境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张文鉴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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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镇隘寮里（4~7邻） 40 
全倒：49 

半倒：0 

简明传建筑师事务所   

简明传 
800,000

集集镇广明里（3、6邻） 27 
全倒：40 

半倒：7 

谢伯昌建筑师事务所   

谢伯昌 
800,000

集集镇林尾里（12~15邻） 63 
全倒：25 

半倒：3 

林勇志建筑师事务所   

林勇志 
850,000

鹿谷乡清水村 106 
全倒：119

半倒：110

林志成建筑师事务所   

林志成 
1,083,300*

鹿谷乡瑞田村 264 
全倒：112

半倒：63 

杨长荣建筑师事务所   

杨长荣  
1,400,000

竹山镇坪顶里（2~10邻）、 

桂林里（12邻） 
49 

全倒：174

半倒：19 

杨崇祯建筑师事务所   

杨崇祯 
1,095,950*

竹山镇瑞竹里 71 
全倒：127

半倒：102

云林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   

聂志高 
869,972*

名间乡仁和村（1~5、8邻） 199 
全倒：32 

半倒：18 

台湾公园绿地协会   

韩选棠 
860,400*

名间乡万丹村 113 
全倒：79 

半倒：44 

财团法人成大研究发展基金会   

王振英 
950,000

南投市千秋里 213 
全倒：64 

半倒：15 

何肇喜建筑师事务所   

何肇喜 
1,000,000

南投市东山里（1、9邻） 26 
全倒：14 

半倒：5 

傲视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林文彻 
800,000

南投市军功里（4~6、15邻） 92 
全倒：208

半倒：49 

中央大学土木系   

田永铭 
950,000

南投市福兴里（9~11邻） 75 
全倒：15 

半倒：5 

净土景观工作室   

梁铭刚 
750,000

中寮乡永福村挞子湾乡村区 

暨永康国小聚落 
119 

全倒：170

半倒：154

杜希圣建筑师事务所   

杜希圣 
1,100,000

中寮乡中寮村风柜岭聚落 214 
全倒：42 

半倒：7 

三大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许文杰 
850,000

中寮乡永平村过溪城乡村区 40 
全倒：25 

半倒：36 

大国建筑师事务所   

黄照国 
850,000

中寮乡崁顶村崁仔顶聚落 87 
全倒：53 

半倒：12 

陈茂雄建筑师事务所   

陈茂雄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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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寮乡八仙村马鞍仑乡村区 

暨台鹿坑聚落 
100 

全倒：42 

半倒：21 

杨瑞祯建筑师事务所   

杨瑞祯 
1,000,000

中寮乡义和村甲头埔乡村区 80 
全倒：55 

半倒：37 

曾振荣建筑师事务所   

曾振荣 
1,150,000

中寮乡中寮村中寮乡村区 75 
全倒：107

半倒：93 

中景景观工程公司   

陈希凌 
1,250,000

中寮乡永平村虎尾寮聚落 29 
全倒：19 

半倒：0 

张合乐建筑师事务所   

张合乐 
700,000

中寮乡广福村东势阁乡村区 

暨外城聚落 
59 

全倒：102

半倒：42 

陈盛进建筑师事务所   

陈盛进 
1,100,000

中寮乡福盛村哮猫暨顶城仔聚落 126 
全倒：44 

半倒：53 

瑞铭工程顾问公司   

庄瑞洪 
1,050,000

中寮乡广兴村广兴乡村区 104 
全倒：68 

半倒：8 

徐同庆都市计划技师事务所   

徐同庆 
950,000

中寮乡广兴村顶城乡村区 188 
全倒：106

半倒：34 

统筹环境工程规划股份有限公司   

韩干 
1,150,000

中寮乡崁顶村挑米坑聚落 331 
全倒：55 

半倒：29 

统筹环境工程规划股份有限公司   

钟温凊 
800,000

中寮乡猪肚潭乡村区暨竹围仔聚落 

（永芳村、永和村） 
70 

全倒：57 

半倒：17 

汉乡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宗鹄 
883,800*

中寮乡永芳村眉子陀、 

大丘园及柴城聚落 
110 

全倒：77 

半倒：24 

中国土地经济学会   

韩选棠 
968,000*

中寮乡龙岩村坑仔内暨加走寮 84 
全倒：69 

半倒：5 

王立甫建筑师事务所   

王立甫 
1,000,000

中寮乡爽文乡村区暨田寮仔聚落 

（爽文村、龙岩村） 
94 

全倒：96 

半倒：27 

李俊仁建筑师事务所   

李俊仁 
1,150,000

中寮乡龙安村龙眼林暨圆仔城聚落 80 
全倒：118

半倒：52 

中华建筑文化协会   

罗时玮 
1,250,000

中寮乡内城、清水乡村区 120 
全倒：101

半倒：45 

中华建筑文化协会   

龚瑞琦 
1,300,000

古坑乡华山村（1、2、13~15邻） 80 
全倒：15 

半倒：01 

象形设计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陈修 
750,000

合 计 7,693 
全倒：5,396

半倒：2,506
 70,699,522



  
 

 27

注*：表示有规划报告逾期扣款情形。 

 

表七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县政府与乡（镇、市）公所行政费用明细 

县政府、 

乡（镇、市）公所 
行 政 费 用

县政府、 

乡（镇、市）公所 
行 政 费 用

南投县政府 140,000 台中县政府 100,000

草屯镇公所 50,000 东势镇公所 50,000

国姓乡公所 50,000 新社乡公所 50,000

鱼池乡公所 70,000 石冈乡公所 50,000

埔里镇公所 50,000 丰原市公所 50,000

水里乡公所 50,000 潭子乡公所 50,000

集集镇公所 50,000 太平市公所 50,000

鹿谷乡公所 50,000 雾峰乡公所 50,000

竹山镇公所 50,000 苗栗县政府 30,000

名间乡公所 50,000 卓兰镇公所 50,000

南投市公所 50,000 云林县政府 30,000

中寮乡公所 100,000 古坑乡公所 50,000

 合计 1,370,000

 

表八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农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费用明细 

农 村 聚 落 重 建 推 动 委 员 会 主任委员 行 政 费 用

卓兰镇上新里水坑聚落（1邻） 曾博明 50,000

卓兰镇内湾里内湾聚落（1、10、15 邻） 赖秋蓉 75,000

东势镇中嵙里窑坑、中嵙地区 叶泰竹 75,000

东势镇中嵙大湾、横龙地区 王镇梁 75,000

东势镇东新里（8邻） 廖金泉 50,000

新社乡协成村（16 邻） 郑明松 50,000

新社乡中正村食水嵙坑（8、9、10 邻） 张世深 50,000

新社乡中和村抽藤坑（6~12 邻） 刘和清 50,000

石冈乡龙兴村仙塘坪（2~6邻） 廖立卿 50,000

石冈乡土牛村（1、3、4、5 邻） 黄三荣 75,000

石冈乡和盛村营林聚落（4~8 邻） 刘应宁 75,000

丰原市南嵩里坪顶（13、14 邻） 周国安 50,000

潭子乡新田村刀石坑（1、2 邻） 锺汉德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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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市东汴里土地公崁（5、6邻） 汤春枝 50,000

雾峰乡万丰村、山脚聚落 林平源 75,000

雾峰乡北沟、桐林村地区 陈凤阵 75,000

草屯镇平林里（1、2邻） 庄清草 50,000

草屯镇平林里（3~13邻） 庄清草 75,000

草屯镇双冬里（10、11、26 邻） 洪坤助 50,000

草屯镇土城里（10 邻） 洪庆祥 50,000

国姓乡大旗村（1~3 邻） 罗金荣 50,000

国姓乡长福村 黄进和 50,000

国姓乡长流村（1~4 邻） 廖庆丰 75,000

国姓乡北港村（4~6、10、11 邻） 叶佳坛 50,000

南投县国姓乡福龟村 曾桔田 100,000

鱼池乡共和村（6~8、12、13 邻） 杨江荣 75,000

鱼池乡大雁村（2~3、7~9邻）、五城村（4~6 邻） 苏水定 100,000

鱼池乡中明村（1~12邻） 黄文雄 100,000

鱼池乡大林村（5~14邻） 王灯辉 100,000

鱼池乡东光村（1~13邻） 许庆华 75,000

鱼池乡新城村（1~12邻） 黄进来 75,000

鱼池乡头社村（1~13邻） 萧豊潾 100,000

鱼池乡武登村（1~12邻） 黄金海 75,000

埔里镇广成里（1、13、14邻） 赖锦荣 75,000

埔里镇牛眠里（9、10 邻） 游进春 75,000

埔里镇桃米里（1邻） 郑连芳 75,000

埔里镇珠格里（1、2、5~9、11 邻） 施文雄 100,000

埔里镇福兴里（10、11 邻） 罗巫广荣 50,000

水里乡新山村（1、6、7邻） 林美玲 50,000

水里乡民和村（1~3 邻） 江龙汉 75,000

水里乡郡坑村（1、2、3、5 邻） 廖明国 50,000

集集镇隘寮里（4~7 邻） 林建利 50,000

集集镇广明里（3、6邻） 杨坤明 50,000

集集镇林尾里（12~15 邻） 张启洋 50,000

鹿谷乡清水村 廖武艺 100,000

鹿谷乡瑞田村 曾添盛 100,000

竹山镇坪顶里（2~10邻）、桂林里（12邻） 陈栋梁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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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镇瑞竹里 江如水 75,000

名间乡仁和村（1~5、8 邻） 江中午 50,000

名间乡万丹村 陈益震 75,000

南投市千秋里 陈同烈 75,000

南投市东山里（1、9邻） 简清斌 50,000

南投市军功里（4~6、15邻） 吴铁龙 50,000

南投市福兴里（9~11邻） 朝向荣 50,000

中寮乡永福村挞子湾乡村区暨永康国小聚落 田文镇 100,000

中寮乡中寮村风柜岭聚落 萧树华 50,000

中寮乡永平村过溪城乡村区 魏经洲 75,000

中寮乡崁顶村崁仔顶聚落 廖丁顺 75,000

中寮乡八仙村马鞍仑乡村区暨台鹿坑聚落 廖学堂 75,000

中寮乡义和村甲头埔乡村区 张明树 100,000

中寮乡中寮村中寮乡村区 曾如盟 100,000

中寮乡永平村虎尾寮聚落 吴铭宽 50,000

中寮乡广福村东势阁乡村区暨外城聚落 杨永在 100,000

中寮乡福盛村哮猫暨顶城仔聚落 萧添赐 50,000

中寮乡广兴村广兴乡村区 程清聪 75,000

中寮乡广兴村顶城乡村区 程清聪 75,000

中寮乡崁顶村挑米坑聚落 廖丁顺 50,000

中寮乡猪肚潭乡村区暨竹围仔聚落（永芳村、永和村） 吴昌祈 75,000

中寮乡永芳村眉子陀、大丘园及柴城聚落 许文杞 75,000

中寮乡龙岩村坑仔内暨加走寮 洪万川 75,000

中寮乡爽文乡村区暨田寮仔聚落（爽文村、龙岩村） 钟学川 100,000

中寮乡龙安村龙眼林暨圆仔城聚落 林玉成 100,000

中寮乡内城清水乡村区暨清水乡村区 邱春华 100,000

古坑乡华山村（1、2、13~15 邻） 李茂辉 50,000

合                 计  5,200,000

 

三、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依据「原住民聚落重建作业规范」规定，「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应于 2000 年 2 月

10 日前完成规划配置图，并经原住民委员会邀请学者专家、原住民聚落重建推动委员会会同审查后，于

2000 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规划成果书图，并拟定重建细部计划报请原民会核定后实施。然因规划进度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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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程序缓慢，本计划至 2000 年 9 月办理结案，共补助办理 22 个原住民聚落规划，使用经费为

20,368,000元，结余款 626,000元。22 个原住民聚落规划地区、规划团队名称与规划费用明细如表九。 

 

表九  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规划地区、规划团队名称与规划费用明细 

规 划 地 区 规 划 团 队 规 划 费 用

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过坑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893,000 

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 冶室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杨登贵      973,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 剑桥工程顾问公司  李瑞安      970,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本部落 淡江大学建筑系  郑晃二      975,000 

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中原口部落 淡江大学土木系  吴朝贤     975,000 

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上部落 淡江大学土木系  洪善勇     975,000 

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眉原下部落 淡江大学建筑系  商晖鸿     746,000 

南投县仁爱乡发祥村瑞岩部落 台大建筑与城乡基金会  王惠民      970,000 

南投县信义乡地利村第五邻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1,000,000 

南投县信义乡明德村三十甲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锺温凊     1,000,000 

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第二至四邻部落 东海大学建筑系  关华山      700,000 *

台中县和平乡南势村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达观村桃山、竹山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十文溪、谷关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博爱村松鹤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新佳阳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梨山村松茂部落 大华不动产鉴定股份有限公司  田怀亲      998,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双崎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三叉坑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台中县和平乡自由村乌石坑部落 怡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卿      1,000,000 

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大安部落 祥棱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谢思芃     985,000 

苗栗县南庄乡南江村东江新村部落 祥棱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苏瑛敏     918,000 

合计 22 处 21,068,000 

注：计划原核定办理地利村及潭南村聚落重建规划，经信义乡公所报淮变更办理地利村及明德村聚落，潭南村聚落重建

规划，所需费用由原住民委员会补助。 

 

四、小区重建规划报告摘要 

 

为让各界了解总计 28 册之乡（镇、市）重建纲要计划规划报告、74 册之农村聚落重建规划报告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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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之原住民聚落重建规划报告之内容，我们以个别乡（镇、市）及聚落为单位，摘录纲要计划规划报告中之

「发展定位与愿景」、「整体重建策略与方针」、「重建类型地区划设」，以及农村聚落重建规划报告与原住民

聚落重建规划报告中之重建构想（包括房舍、产业、道路及排水、公共设施、自然生态环境），并汇整规划

报告中有关纲要计划、农村聚落重建与原住民聚落重建后续重建经费需求，另行出版「重建之梦－小区重建

之纲要计划要览」、「重建之梦－农村聚落规划要览」、「重建之梦－原住民聚落规划要览」供作各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