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 

執行協調專案小組第三十三次會議議程 

2002.02.04 

會 議 議 程 

壹、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研擬重建新社區出售住宅房地買賣草約範本

（草案），提請 討論。（本部營建署管理組） 

案由二、為「雲林縣斗六嘉東新社區發可行性分析報告

」案，提請 討論。（雲林縣政府） 

貳、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事項列管追蹤

表，報請 公鑒。（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 

案由二、本專案小組第三十一、三十二次會議紀錄，報

請 公鑒。（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 

參、臨時提案 

肆、散  會 

討 論 事 項 

案由一：為研擬重建新社區出售住宅房地買賣草約範本（

草案），提請 討論。（本部營建署管理組） 

說 明： 

一、依本專案小組第三十次會議決議，請本署研擬新社

區住宅配售作業流程提會報告，經查本部九十年十

月十五日台九十內營字第九○八五七八三號函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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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社區開發住宅配售及管理維護作業規範中業以

檢附新社區住宅配售作業流程（如附件一，見第五

頁），依該流程所示，於新社區領得建造執照及售

價預估後即由縣市政府公告辦理預約登記、受理申

請，並依受理申請結果檢討是否辦理發包或調整計

畫內容及辦理資格審查，審查合格者收取訂金，至

完工、實際售價核定後始選定住宅位置並繳清其餘

價款，簽訂買賣、貸款契約及交屋。 

二、按上開會議決議檢討前述流程及研擬買賣草約範本

，基於僅收取定金，未簽訂草約，仍有不確定性，

爰擬修正前開流程為收取定金後即選定住宅位置、

簽訂買賣草約，俟完工、實際售價核定後再行繳清

其餘價款，簽訂買賣、貸款契約及交屋（如附件二

，見第六頁），至買賣草約範本（草案）業已研擬

完竣如附件三（見第七頁）。 

擬 辦： 

一、本案有關配售作業流程擬修正如附件二。 

二、為爭取時效，重建新社區出售住宅房地買賣草約範

本（草案），提請本專案小組會議討論通過後，擬

由本部逕行函頒。 

決 議： 

案由二：為「雲林縣等斗六嘉東新社區發可行性分析報告

」案，提請 討論。（雲林縣政府） 

說 明：本案前經提報本專案小組第二十六次會議，決定

略以：請本府妥為規劃適當開發範圍，以免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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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產生；案經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協助，研擬兩個跨區區段徵收方案及一個

協議價購方案，作為本案開發方式，其可行性分

析報告如附件四（見第九頁）。 

決 議： 

報 告 事 項 

案由一：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事項列管追蹤表

，報請 公鑒。（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 

說 明：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事項列管追蹤表

如附件五（見第四十五頁）。 

決 定： 

案由二：本專案小組第三十一、三十二次會議紀錄，報請 

公鑒。（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 

說 明：本專案小組第三十一、三十二次會議紀錄如附件

六、附件七（見第五十三頁、第五十六頁）。 

決 定： 

五、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事項列管追

蹤表，報請 公鑒。 

決定：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列管追蹤事項

經討論需繼續列管追蹤及本次會議尚未填報執

行情形者（如附件一），請各主辦單位填報執

行情形，提下次會議報告。 

　案由二：本專案小組第三十一、三十二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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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 公鑒。 

決定：　第三十一次會議討論事項案由二決議刪除「

產權」兩字，修正為「　本案如能推動成功

，可作為解決車籠埔斷層帶土地問題之範例

，原則上應予支持；惟本案計畫內容仍有待

整合，請本部營建署於二週內邀集行政院重

建委員會、本部地政司、土地重劃工程局及

台中市政府等研議修正計畫內容及後續推動

事項。　請本部營建署邀集行政院重建委員

會、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本部地政司及斷層帶經過之縣市政府等機

關研商解決斷層帶土地及原貸款問題之方法

。」。 

　第三十二次會議紀錄確定。有關台中縣及南

投縣擬辦市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儲備

安置用地，除已決議優先辦理地區，應積極

趕辦外，其餘地區仍應分輕重緩急，擇阻力

較小、需求較殷者，接續完成各項先期作業

，不宜停頓，俾能掌握時效，調節供需情況

。 

六、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研擬重建新社區出售住宅房地買賣草約範

本（草案），提請 討論。 

決議：本部已訂頒預售屋買賣契約書範本，本草約範

本（草案）請本部營建署會商本部地政司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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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委員會參考上開範本修正後即簽報核定，以

爭取時效。 

　案由二：為「雲林縣斗六嘉東新社區開發可行性分析

報告」案，提請 討論。 

決議：本案原則同意雲林縣政府所建議方案三協議價

購開發方式，請雲林縣政府依相關法令規定程

序辦理。其地價除法律明定者外，應力求公平

合理，必要時可提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以求客觀公正。為確保

安置計畫順利推動，財務結算部分，請修正為

財務平衡，並儘速將本案資金需求提報九二一

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管理委員會請撥補助及

撥貸經費，務請掌握時效，積極推動。 

七、臨時提案： 

案由：為行政院 游院長九十一年二月二日巡視行政

院重建委員會工作提示事項，報請 公鑒。 

決定：　行政院 游院長於二月二日上午巡視行政院

重建委員會之工作提示（如附件二）請各機

關代表參辦。 

　特別預算之保留分三類，八十八下半年及八

十九年度追加預算與九十年度第一期預算請

各機關詳細估算原有之工作量與新增之工作

（如本部營建署應辦理之集合住宅黃單拆除

等）考量應保留經費及需調整項目與經費，

九十年度第二期預算則由行政院重建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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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行政院主計處通案辦理保留。有關預算執

行請各機關積極推動，以提昇工作績效。 

　組合屋之受災戶安置是目前工作重點，相關

住戶清冊與安置意願前已函送請本部營建署

參考，本週內將再次將組合屋資料與二次領

租金之弱勢戶清冊（台中縣與南投縣）函送

本部營建署作為辦理平價住宅之參據。並請

各縣市政府切實辦理下列事項： 

　依據本專案小組會議之決定於元月底前將

需安置於平價住宅之受災戶資料送本部營

建署辦理。 

　依據頒布之組合屋安置要點及管理要點清

查組合屋住戶於二月底前將資料送行政院

重建委員會辦理。 

　雨季及颱風季節前請加強組合屋及周圍環境

安全檢查，土石流危險區及原住民部落之防

範措施。 

　震損集合住宅修繕補強請各縣市政府及本部

營建署積極宣導及加速審查作業；集合住宅

更新重建亦請本部營建署及財政機關積極輔

導推動；相關執行困難及具體建議方案請於

本週內送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俾憑彙整提報行

政院政務會談。 

八、散  會：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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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執行協調專案

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定）事項列管追蹤表 

九十一年二月十八日 

次別 案  號 決  議（定） 事  項  摘  要 主辦單位 

○五 ○五○一 南投縣埔里鎮蜈蚣里土石流危險區遷村新社區開

發主體案： 

一、本案整體規劃範圍約十公頃，但因採分期開

發原則辦理，第一期開發面積三‧四公頃，

依據行政院重建委員會歷次會議決議原則，

新社區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下，由縣市政府擔

任開發主體；故本案原則同意由南投縣政府

擔任開發主體，請南投縣政府確定配售安置

對象，並向其說明本社區住宅配置、預估售

價及受災戶財務負擔等，以掌握配售對象實

際承購意願。 

二、請南投縣政府儘速研提開發計畫，依據新社

區開發審核作業流程報核。 

南投縣政府 

○六 ○六○四 南投縣中寮鄉清水村土石流遷村案雖已進行至地

形測量、地質鑽探工程發包階段；惟本專案小組

第五次會議既已決議，因新社區開發審核及經費

撥付作業流程已於專案小組會議修正通過，目前

辦理中之新社區開發案，應研提可行性規劃報告

送內政部，故本案仍請南投縣政府依程序補報可

行性評估報告。 

南投縣政府 

一八 一八○五 依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七條之一規定

因震災受損建築物安全鑑定之申請案，尚未完成

最終鑑定者，請權責機關儘速完成確認性之最終

鑑定，已完成最終鑑定者，對全倒或半倒之判定

請權責單位迅參考最終鑑定結果予以判定結案。

工程會、營建署（

建管組）、各縣市

政府 

二○ 二○○五 大里市菸類試驗所地質鑽探如無問題，本社區可

視為確定優先開發之新社區，請本部營建署建築

工程組即先行規劃集合式住宅及透天式住宅兩方

案，先期作業必須進行至需求確定即可申請建造

執照階段。 

營建署（建築組）

、台中縣政府 

二○ 二○○七 南投縣政府函請本部補助埔里北梅新社區用地「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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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案  號 決  議（定） 事  項  摘  要 主辦單位 

開發許可作業經費」、「雜項工程設計監造作業經

費」及「公共設施工程費」案請南投縣政府研提

綜合規劃書及概算，依新社區開發各項經費補助

作業要點規定程序及補助標準辦理申請補助作業

。 

二二 二二○二 台中縣霧峰鄉公所函請本署儘速開發乾溪旁之三

十四公頃土地（霧峰新社區）案，因本案土地評

比暫列為霧峰鄉非都市土地第二順位，是否開發

新社區，請台中縣政府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擬具

體意見後再議。 

台中縣政府 

二三 二三○一 請本部地政司對於不需再辦市地重劃或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之新社區開發儲備用地，徵詢土地所有

權人是否可以公營事業土地計價方式讓售之意願

。 

地政司 

二四 二四○二 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會同內政部對於區位適當，

生活機能方便，且受災戶有意願之民間開發新社

區案，建立一套輔導機制，協助縣市政府辦理審

議作業，並以本案所遭遇之問題，訂定通案處理

原則，提下次會議討論。 

重建會 

二五 二五○四 一、地質鑽探、規劃設計獎勵、污水處理設施等

費用有否補助，請本部營建署建築管理組負

責召集研議辦理。 

二、建築物地面以上樓層及地下層拆除經費有否

補助，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辦理。

營建署（建管組）

 

工程會 

二六 二六○二 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儘速訂定危險建築物拆

除補助原則，對非作住宅使用之危險建築物拆除

補助原則，亦請併案研議。 

工程會 

二六 二六○八 關於台中縣東勢新社區命名案，請縣政府參考本

部營建署之建議名稱，提請新任縣長決定。 

台中縣政府 

二七 二七○二 建議將台中縣現有待售國宅二十一戶及店舖八十

二戶作為救濟性及出租住宅，其租金額由縣府參

酌國宅或店舖分別、房屋坪型及區位等因素從三

千元至八千元間核租案，本部營建署邀集行政院

重建委員會、行政院主計處及台中縣政府等相關

機關研商適法性及預算支用等問題。 

營建署（財務組）

二八 二八○一 列為新社區開發儲備用地優先順序屬公有、公營

事業土地者，請本部營建署建築工程組先行完成

營建署（建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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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案  號 決  議（定） 事  項  摘  要 主辦單位 

規劃設計；另為爭取時效，規劃設計與土地取得

作業應同步進行。 

二八 二八○三 「九二一震災鄉村區重建及審議作業規範」增訂

條文第九點之一第二款後段但書刪除「以及屬捐

贈之土地」，修正為「但如土地買受人概括承受

許可之開發計畫中所作之承諾及義務且經縣（市

）政府同意者，不在此限。」，餘照案通過，請

本部營建署循行政程序修正發布。 

營建署（綜合組）

二八 二八○四 請南投縣政府以臨時組合屋現住戶及九二一震災

原申領租金受災戶再發放租金一年者為調查對象

，配合社區重建村里諮詢服務工作站之運作，於

本（九十一）年元月底前統計新社區出售、出租

及救濟性住宅需求，以利新社區開發工作之推動

。 

南投縣政府 

三○ 三○○一 一、桃芝風災受災戶與九二一震災受災戶一併納

入柯子坑新社區安置，本案遷村計畫報院之

同時，其土地取得、住宅需求調查及規劃設

計等作業必須同步進行，以爭取時效。 

二、本案請南投縣政府先進行土地取得作業，本

部營建署將住宅單元規劃設計案，提下次會

議報告；俟土地取得、住宅需求名冊確定及

規劃設計完成，即可舉辦說明會。 

營建署（企劃組）

 

 

 

南投縣政府、 

三○ 三○○三 因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於原申

領租金受災戶再發放租金一年作業時，已建立電

腦查核系統，本案請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協助建立管制查核機制，以掌握受災

戶重建狀況及避免造成重複優惠情事。 

重建會 

三一 三一○三 請本部營建署邀集行政院重建委員會、行政院主

計處、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本部地政司及斷

層帶經過之縣市政府等機關研商解決斷層帶土地

產權及原貸款問題之方法。 

營建署（土地組）

三二 三二○一 東勢新社區受災戶預約登記作業，請台中縣政府

於二月底前完成，並應成立單一窗口受理申請。

台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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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工作提示 

一、有關雲林縣政府陳主住秘書報告，請求協助整治北港

溪流域、草嶺潭堰塞湖及修護瑞草公路全仔舍橋、來

吉大橋以帶動雲、嘉地區觀光產業發展事宜，請經濟

部、交通部、重建會參考雲林縣政府意見全力以赴，

加速推動。 

二、南投縣林縣長報告，自其上任以來，經清查發現有些

工程均非九二一震災重建急要工程，請准予四至六個

月清查期限，並協助辦理預算保留乙事，請主計處、

重建會在法律規定範圍內予以協助；至於建議將仁愛

鄉力行產業道路納入省公路系統乙節，請交通部研議

。 

三、至於重建業務仍需加速處理項目「國家地震紀念地」

、「中橫公路德基段」、「溪阿公路與安定彎工程」、「

投　與投　線及桃芝風災復建工程」、「土石流遷村」

、「老街更新」等復建工作，請重建會及相關部會全

力以赴，積極趕辦。 

四、重建一千億元特別預算是政府與整個社會共同體認震

災重建的特殊需要，在國家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編

列出來，請重建會督導協調各有關部會、地方政府及

各執行單位確實執行、撙節經費支用、掌握進度，並

應注意品質，務使重建工作如期完成。邇來外界質疑

重建特別預算之編列有浮編現象，請重建會查明實際

情況並研擬解決對策，循行政程序簽報院長核閱。 

五、總統於八十九年六月重建會成立時，已指示重建工作

 10



應在四年內完成，目前有多項業務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如社會福利、公共工程等，請研究回歸正常行政體

制。另為因應加入ＷＴＯ，農特產結合之觀光旅遊規

劃與推廣、輔導農業及工商業轉型，以促進災區產業

振興等工作，均需由各主管部會接續進行，請重建會

擬定五年振興計畫報院核定。 

六、行政院非常關切組合屋住戶之安置問題，為協助重建

家園遭遇困難居民早日獲得安置，請重建會先行建立

組合屋清查機制及落實「先安置後拆除」原則，並擬

訂具體組合屋解決方案呈報院長核閱。 

七、雨季、颱風季節即將來臨，有關防汛措施非常重要，

請重建會協同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未雨綢繆，及早擬

訂應變措施，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八、重建區震損集合式住宅大樓，至今尚有四十九棟半倒

大樓未完成修復、另有三十九棟全倒大樓因住戶意見

整合不易，致無法辦理重建，為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

，請重建會儘速彙整執行困難問題及具體解決方案提

行政院政務會談報告，以集思廣益，加速集合式住宅

重建。 

九、執行效率與管考追蹤是重建方案成敗關鍵，除應提高

效率外並應兼顧品質，請研考會、重建會研商訂定 

院長視察重建業務工作指示控管、追蹤機制，定期將

辦理情形簽報院長核閱；並為讓行政院及社會各界清

楚瞭解重建業務推動情形，嗣後請重建會研擬訪視業

務簡報，應提出整體業務情況及最新執行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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