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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回顧九二一災後住宅重建融資機制之形成與演變過程。首先，介紹災後第
一時間所發布之緊急應變措施，再依時序介紹住宅重建融資機制之發展沿革，說明、彙
整與檢討個別措施之運作與結果，並提出建言。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Chi-Chi earthquake post-disaster housing
reconstruction loan mechanism system. The post-disaster emergency measures announced
immediately were introduced first, following by the iss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vision
of loan mechanisms. The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 measures
were presented,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practice a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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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921大地震重創臺灣，在災後救助、安置工作告一段落後，住宅重建成為災後迫切，
且最需要政府協助之一環。住宅重建因涉及私有財產之處分，個別災戶之社經條件不同，
在欠缺協助巨災災後家園重建經驗與政策機制之情況下，如何在災後最短時間提出應變措

論


施，進而突破困境，兼顧多方需求，找出圓滿解決問題之平衡點，當然是相當之棘手。
歷經多方磨合，所發展出九二一災後住宅重建融資機制（簡稱「九二一住宅融資機
制」）可分成兩大主軸：一為實施921震災家園重建專案融資，並輔以信用保證之措施，二

著

為提供減輕災民原房屋貸款負擔之金融協助措施；前者以提供「長期低利家園重建貸款」
之需求，協助受災戶取得重建家園之新貸款為目標，後者則以滿足「降低原有房屋貸款負
擔」之訴求，協助解決舊貸款之問題為目標。各項措施之主辦機關及內容如下：

檔案瑰寶

一、震災後，購屋、住宅重建及修繕之長期融資
（一）中央銀行：由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000億元，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緊急融
資（簡稱「九二一優惠融資」），並提供配套措施。
（二）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簡稱「信保基金」）：由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
建基金會（簡稱「九二一基金會」）及財政部分別捐贈專款，交由信保基金設置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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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搭配「九二一優惠融資」辦理信用保證（簡稱「九二一融資信保」）。
二、震災前，以921震災毀損之自有住宅設定抵押之擔保借款或購屋貸款
（一）財政部：受災房屋已辦理擔保借款部分，本金延展5年，利率減4碼，利息展延6個月
後繳付（簡稱「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

檔管園地

（二）內政部：受災房屋擔保借款之利息由借款人負擔年利率3%，與原擔保借款利息之差
額申請補貼（簡稱「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
（三）中央銀行：受災房屋原購屋貸款餘額經原貸款金融機構同意承受，並由金融機構於
「緊急命令」第2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範圍內申請利息補助（簡稱「原購
屋貸款協議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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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銀行：受災房屋原購屋貸款餘額先於「緊急命令」第2點相關規定之優惠貸款額
度範圍內申請利息補貼（簡稱「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
（五）營建署：「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外，再就「原購屋貸款利率」、「中央銀行
利息補貼之利率」及「原借款人負擔利息之利率」之利息差額申請社區重建更新基
金補貼（簡稱「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

檔管加油站

震災至今已經10年，除「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與「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
補貼」已因《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簡稱「九二一條例」）屆期而結束外；
其餘與原購屋貸款有關之中央銀行與營建署利息補助或補貼業務，將隨個案之原購
屋貸款剩餘年限而陸續結束，預計最遲在108年可告一段落；至於「九二一優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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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與「九二一融資信保」兩項措施，因有部分住宅重建計畫要求並獲同意保留申
辦「九二一優惠融資」權利卻至今未完工，故推估兩項措施最快得等到120年方能功
成身退。
為經驗之傳承，完整記錄「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之形成與演變過程，乃當前
之首要工作。因此本文以回顧之角度，從921大地震前已頒布之「災害防救方案」及
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災後住宅重建融資機制，導入政府於921災後第一時間發布之
緊急應變措施，再依時序介紹住宅重建融資機制之發展沿革，說明、彙整個別措施
運作內容與結果，並提出建言。

貳、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發展沿革
為因應各種天然災害及人為災害之防救，行政院83年8月4日核定之「災害防救方案」
（台(八三)內字第30252號），雖於實施方式含括「災害善後」，並於工作項目中列有「災
民救助、救濟及資金融通」，惟未針對住宅重建之融資予以進一步規範。
另，以與臺灣最接近並甫於平成7年（民國84年）發生大地震之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在
阪神‧淡路大地震後一方面延續既有體制由住宅金融公庫、民間金融機關與其他提供借貸
業務之團體作為辦理災後住宅重建融資之機關，另一方面由財團法人阪神‧淡路大震災復
興基金針對住宅重建、購屋或修繕補強等項目提供利息補貼（表1），並針對受災住宅於震
表1 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災後住宅重建融資利息補貼
事業
項目		

補貼條件

1、住宅經認定半毀以上並經拆除；2、於兵庫縣內重建或購

補貼
年限
5

屋；3、重建或購買符合建築基本法規，樓地板面積在175		

融資
限額

補貼利率
1~5年

1,140～ 2.5%～
800萬

1.65%

6~10年
1.0%～
0.5%

平方公尺以下或少於過去面積之住宅；4、年收入在日幣1,431
萬元（扣除受贈收入後1,200萬元）以下者
1、受災住宅位於都市計畫區且於縣內重建；2、受災住宅位

5

於都市計畫區外且於新市鎮區域內重建或購買縣內災後重建		
重建或
購屋

1,140～ 2.5%～
800萬

1.65%

1.0%～
0.5%

之公寓住宅
受災住宅位於都市計畫區且於新市鎮區域內重建或購買縣內

10

災後重建之公寓住宅			
市鎮內之高齡受災戶

10

1,140萬

參與受災公寓重建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宅公社

10

1,140萬 2.5%～

				
使用小規模之建築用地建造共同且經協調之住宅，或購買此

修繕

10

類住宅之受災戶		

800萬

1.72%

5

830～

2.5%～

修繕融資日幣500萬圓以上；3、年收入在日幣1,431萬元（扣		

800萬

1.65%

830萬圓

2.5%

3%
1.0%～
0.5%
1.0%～
0.5%

除受贈收入後1,200萬元）以下者
公寓共用部分之修繕補強且融資100萬圓／戶以上

18

1.72%

1,140～ 2.5%～

1、需大規模修繕補強之住宅位於兵庫縣內且為自用者；2、

10

			
購地

3%

住宅重建時，因基地狹小而購買周邊土地，惟自宅用地與加

／戶

5		

2.5％～

購之土地皆不可達100平方公尺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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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既有貸款餘額在400萬圓以上，且後續住宅重建、購屋或修繕補強融資額度在500萬圓
以上之受災戶，於融資後第6至10年給予補助（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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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災後之緊急階段
在沒有本土性巨災住宅重建經驗可依循下，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於震災當日上午緊急
召集同仁到行研商，決定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000億元供銀行辦理九二一震災重建家園

著

專案貸款，並在當日下午陳報行政院（註2）；經行政院召開之緊急應變會議，宣布採行
「九二一優惠融資」與「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等15項救援及善後措施。之後，為實
施緊急災害救助、災民安置及災後重建需要，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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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由總統於9月25日發布「緊急命令」。另，為執行「緊急命令」第
2點之規定，中央銀行於10月15日公布《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款之提撥及作
業應注意事項》，作為辦理受災戶購屋、住宅重建及修繕優惠貸款之依據。
二、九二一條例之立法
為求災後重建工作之完善，政府決定參考日本政府於阪神．淡路大地震後制定「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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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復建振興特別措施法」之精神，制定任務性與限時性之特別法－「九二一條例」（註
3）。立法期間，對住宅重建相關之訴求與主張，除「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之「代位
求償」外，另有民主進步黨黨團擬具之《九二一震災災區復興特別條例（草案）》，主張
「政府應成立共同基金」、「房屋不堪居住之受災戶，其房屋為集合住宅…，得決議自行
重建或由共同基金按地震發生前市場價格70％承購；自行重建者，受災戶購屋貸款未償還

檔管園地

之部分以80％計算；由共同基金承購者，受災戶購屋貸款未償還之部分以80％計算，購屋
貸款未償還部分之20％，由承辦貸款機構承受」（註4）。惟在衡量政府之財政負擔與金
融機構之接受度，納入「九二一條例」者仍以維持災後第一時間所決定之框架為原則，包
括：
（一）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之房屋於震災前已辦理之擔保借款，其利息展延5年時，該展
延利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期間內分期攤還；即「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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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條）
（二）受災戶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同意，以其因震災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及其土
地，清償原貸款債務。金融機構承受該房屋及土地者，得由中央銀行在「緊急命
令」第2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範圍內予以補助；即「原購屋貸款協議承
受」。（第53條）

檔管加油站

（三）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之房屋及其土地之原購屋貸款，得先依「緊急命令」第2點相
關規定之優惠貸款額度範圍內，予以利息補貼；即「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
（第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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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二一融資信保之建置
為協助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之921震災弱勢災民，順利取得重建家園所需之貸款，行政
院於89年3月9日宣布籌設總額為20億之「震災地區災民住宅重建信用保證基金」，並責成
財政部擬定計畫，向九二一基金會提出申請。
依據行政院89年3月15日台八十九內字第07552號核定之「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
保證業務處理要點」，財政部先於88年3月22日向九二一基金會提出「提撥專款辦理震災災
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計畫」，再於4月19日函請提高專款額度為30億元，並將實施
社區或集合住宅更新重建之都市更新團體納入保證對象。該計畫經九二一基金會89年6月19
日第1屆第4次董監事聯席會核定後，再以「擔心鉅額民間捐款因此無法充分發揮其應有之
效益」為由，將專款額度降為10億元。爰此調整，行政院於90年度921震災災後重建第二
期特別預算中編列8億元預算，由財政部以捐贈專款方式交由信保基金另設置專戶運用及管
理。
四、九二一條例之修訂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簡稱「九二一重建會」）為因應災民之重建
需求及切合災區之狀況，於89年9月10日提出「九二一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經11月10日
立法院第4屆第4會期第13次院會通過，於11月29日發布施行。其中，與住宅重建融資機制
相關之增修訂條文內容包括：
（一）「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期限由5年修正為合意展延。（第50條）
（二）增訂已申請「九二一優惠融資」者，於貸款存續期間內，出售所購或重建之房屋並
另購或另建住屋者，得申請更換原貸款之擔保，並繼續適用優惠貸款利率。（第53
條第4項）
（三）增訂依第54條規定辦理利息補貼之原購屋貸款，其原購屋貸款利息與補貼之利息及
應由借款人負擔之優惠貸款利息之差額，由社區重建更新基金補貼；即「原購屋貸
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第53條第5項）
91年3月12日，九二一重建會再提出「九二一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經92年1
月14日立法院第5屆第2會期第17次院會通過，於2月7日發布施行。增訂「原擔保借
款利息經合意展延時，由借款人負擔年利率3%，與原擔保借款利息之差額，由社區
重建更新基金補貼」（第50條第2項）；即「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

參、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之內容
一、九二一優惠融資與配套措施
依據中央銀行88年10月15日公布之《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款之提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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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應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九二一優惠融資」之貸款條件如下：
（一）貸款對象：921地震受災戶，其自有住宅毀損經行庫勘查屬實者。受災戶得由因地震
而毀損之自有住宅所有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血親中一人申貸。

論


（二）貸款額度、利率：自有住宅全倒或半倒拆除者，得申貸購屋及住宅重建貸款，每戶
最高350萬元，150萬元以下免息，逾150萬元部分，固定利率3%；自有住宅半倒者，
得申貸修繕貸款，每戶最高150萬元，固定利率3%。

著

（三）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貸款期限最長20年，貸款前3年暫緩繳納本息，貸款本金及貸
款期間全部利息自第4年起平均攤還。
其中，「每戶」指凡設籍同一戶籍之成年人，其自有住宅毀損並經承辦金融機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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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實者；但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仍視為一戶。符合申貸之受災戶僅能申貸一次，不得
重複申請。若每戶成員擁有數棟房屋受災毀損，亦僅有一個貸款資格。惟考量中部災區傳
統土角厝及三合院等居住戶數眾多，加上受災戶佐證持有毀損建物所有權狀、稅籍證明等
確有困難之情況，中央銀行於90年7月17日以（90）台央業字第020039994號函放寬申貸資
格之規定。如毀損之三合院雖為數人共有，若各戶能證明獨立居住之事實（戶籍獨立且各
有水電繳費單），則每戶均可申貸「九二一優惠融資」；若無法證明獨立居住，則由共有

他山之石

人以共同借款人或協調其中一人申貸或按持分比例申貸。
至於貸款利率部分，購屋及住宅重建貸款額度逾150萬元、原訂利率為固定3％部分，
因銀行利率持續走低，依據立法院92年1月14日第5屆第2會期第17次院會審查「九二一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時所作之主決議（註5），將固定利率自92年3月1日起調降為2%，等到
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儲機動利率（簡稱「郵儲利率」）回升至5.35%，再自行調整為3%。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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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利率則自92年11月1日起，比照辦理。
97年9月以後，中央銀行為因應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對國內經濟衝擊而數度降息，使
得郵儲利率至97年12月15日已跌落至2%以下。中央銀行為反映郵儲利率，減輕災民負擔，
於98年1月17日宣布：當郵儲利率跌落2%以下時，固定利率2%部分，改按郵儲利率連動調
整，並自98年1月23日起實施。
至於郵政儲金匯業局（已改制為中華郵政公司）撥存承貸銀行之利率，則按郵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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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機動調整。中央銀行視承貸銀行辦理「九二一優惠融資」之資金成本為郵儲利率，其與
「九二一優惠融資」利率差額，則由中央銀行編列預算補貼之。此外，中央銀行並補貼承
貸銀行1%之手續費，按各戶貸款餘額逐月計算至貸款結束為止。換言之，150萬元部分中央
銀行補貼郵儲利率，150~350萬元部分中央銀行補貼郵儲利率與災戶負擔利率之差。以97年
5月郵儲利率2.590%為例，150萬元部分補貼之利率為2.59%，150~350萬元部分補貼之利率為

檔管加油站

0.59%。
至97年12月底，「九二一優惠融資」辦理情形詳如表2。按月核准戶數、核准金額與撥
款金額統計，如圖1、2。其中，95年1月前後出現重建貸款核撥金額先升後降之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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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部分金融機構貸款資料調整所致。
表2 「九二一優惠融資」辦理情形（97年12月31日止）
核准戶數

核准金額（億元）

每戶平均

購屋貸款

11,083

295.30

274萬4,044元

重建貸款

12,021

252.42

206萬492元

修繕貸款

11,933

75.33

63萬3,293元

合計

35,037

623.05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圖1 申請購屋、重建與修繕貸款核准戶數（88年11月~97年12月）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圖2 申請購屋、重建與修繕貸款核准與撥款金額（88年11月~97年12月）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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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優惠融資申請展延還款
92年，中央銀行考量部分借款人有因非自願性失業、家庭變故或發生不可抗拒
因素，導致暫時無能力清償貸款之情形，於3月13日發布《中央銀行九二一震災家園

論


重建專案貸款借款人申請展延還款作業規定》，再於93年2月5日放寬規定，凡因經
濟因素，致暫無能力清償貸款者，得經原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展延繳付本金，展延期
間之本息得採分期攤還或一次償付，由借款人與原承貸金融機構共同約之，最長不

著

得超過借款剩餘年限。貸款展延措施自95年2月4日起停止適用。此後，借款人如因
經濟因素，申請應還本金展延或延長貸款期限長為30年者，得與承貸銀行協商；如
經同意，再以個案方式修正貸款條件報中央銀行備查。依中央銀行97年4月底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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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申請展延者共292戶，貸款餘額為7億2,553萬元。
（二）因應九二一條例施行期限屆滿之措施
94年底，中央銀行為因應「九二一條例」將於95年2月4日屆期，協助尚在重
建中之災民（包括購置預售屋者），於12月16日發布《暫行條例施行屆期之因應措
施》。惟至98年5月，仍有至少4棟大樓社區處於重建中，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貸款。
基於考量受災戶之個別情境，中央銀行仍一本初衷繼續予以寬限。

他山之石

二、九二一融資信保
「九二一融資信保」係以信用保證補充「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之弱勢災民」及「為社
區或集合住宅更新重建成立之都市更新團體」之擔保能力，提高金融機構貸款意願，協助
其順利取得「九二一優惠融資」及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所需之貸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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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保證額度，屬修繕貸款者每戶最高150萬元，屬重建及購屋貸款者每戶最高350萬元；
後者則以經依法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列金額為準。保證期
限以承貸金融機構核定之貸款攤還期限為準，前者最長不得超過20年；後者最長不得超過
5年。保證成數則在送保貸款十成範圍內，由金融機構視個案需要，自行決定；所需保證手
續費，全部由信用保證專款及孳息負擔。
至97年12月底，申請修繕貸款、重建貸款與購屋貸款移送信用保證者分別有15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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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1件、676件，合計7,493件，貸款金額66億4,730萬元，保證金額66億4,301萬元，保證成
數九成九九三五五。若從移送信保之件數及保證金額占貸款戶數與貸款金額之比例來看，
以申請重建貸款者比例最高，分別為55.93%（件數）、24.77%（金額）。整體來看，移送信
保之總件數及總保證金額占總貸款戶數與總貸款金額之比例，分別為21.47%與11.18%（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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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逾期保證情形，至97年12月底逾期保證件數317件，保證金額2億3,963萬元（表
4）；逾期保證件數（317件）占移送信用保證者（7,493件）之4.23%，其保證金額（2億
3,963萬元）占總保證金額（66億4,301萬元）之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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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保證件數、貸款與保證金額（97年12月31日止）
項目		

單位：千元

修繕貸款

重建貸款

購屋貸款

都市更新團體貸款

合計

九二一基

保證件數

136

2,152

78

-

2,366

金會捐贈

保證金額

68,780

1,692,791

109,520

-

1,871,091

保證件數

20

4,509

598

-

5,127

保證金額

9,070

4,042,097

720,752

-

4,771,919

保證件數

156

6,661

676

-

7,493

保證金額

77,850

5,734,888

830,272

-

6,643,010

貸款戶數

11,917

11,910

11,069		

34,896

百分比

1.31%

55.93%

6.11%

21.47%

7,230,320

23,150,740

29,039,470

59,420,530

1.08%

24.77%

政府捐贈

合計

比例

貸款金額
百分比

2.86%		

11.18%

備註：先使用九二一基金會捐贈款，91年5月起改用政府捐贈款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表4 逾期保證件數、保證金額與代償餘額（97年12月31日止）

單位：千元

保證件數

占總保證件數比例

保證金額

占總保證金額比例

代償餘額

占總保證金額比例

317

4.23%

239,693

3.61%

11,564

0.1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三、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
利息展期6個月之「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政策（88年9月22日台財融第88749725
號函），後依原有房屋擔保借款之用途及屋損情況之不同調整（88年10月19日台財融
88414338號函、89年3月28日台財融第89099562號函、9月20日台財融第89286963號函），
如表5。
表5 個人受災戶本金利息展延措施
毀損情形

24

利率減碼

房屋經認定全倒者
房屋經認定半倒者
貸款用途			

88/9/21～90/12/31

以房屋辦理擔保借款

本金展延﹕5年

本金展延﹕5年

一律按原貸利率

（貸款屬購屋貸款者）

利息展延﹕5年

利息展延﹕1年6個月

減4碼計算

以房屋辦理擔保借款

本金展延﹕5年

本金展延﹕5年

同上

（貸款非屬購屋貸款者）

利息展延﹕1年6個月

利息展延﹕1年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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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之相關成本概由承貸金融機構吸收，不涉及政府預算補
貼，因此可展延之擔保借款並不以「購屋貸款」為限且無每戶申辦件數之限制。依據財政
部統計，截至92年10月底止，「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13,239件，核准金額259億4,800

論


萬元；其中，本國銀行辦理者占核准金額91.29%。93年7月，財政部承辦此項業務之金融
局，改隸為金管會銀行局，相關統計數字未見公布。

著

四、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
內政部依據「九二一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訂定「九二一地震受災戶震災毀損房屋
原擔保借款利息補貼作業程序」。針對震災毀損房屋於震災前辦理擔保借款者，按該擔保

檔案瑰寶

借款在震災日尚未攤還之本金餘額，由社區重建更新基金補貼原擔保借款利率超過3%之部
分。若原擔保借款利率已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調整者，則依調整後之利率計算利息補貼。
配合利息補貼措施，受災戶原房屋擔保借款利率自震災日至90年12月31日，按原貸放
利率減4碼計算。利息補貼期間（91年1月1日至95年2月4日），原房屋擔保貸款利率調降至
不得超過4%，即「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最高利率補貼以1%為限。95年2月5日起至原
貸款契約屆滿日止，貸款利率則以不高於4%為原則。

他山之石

至補貼截止日，「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共243,550筆、3億7,058萬8,338元。
五、原購屋貸款協議承受
依據「金融機構承受災區居民房屋及土地申請補助之範圍、方式及程序」，金融機構
同意承受災民因震災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或房屋及其土地，以清償其原貸款債務在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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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內之部分，得在「緊急命令」第2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範圍內申請中央銀
行予以補助。如有餘額仍得適用「緊急命令」第2點相關規定，申請「九二一優惠融資」。
利息補助之範圍如下：
（一）原購屋貸款餘額在200萬元以下部分，按郵儲利率減3%計算；逾200萬元至350萬元部
分，按郵儲利率計算。
（二）補助期限為原購屋貸款之剩餘年限加5年。但最長以20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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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補助範圍之規定係以「強制金融機構必須吸收補貼較少之貸款，至於補
貼較多（零利率）之貸款額度，則留給災民適用於『九二一優惠融資』」為原則。
「原購屋貸款之剩餘年限加5年」，係用以強化金融機構之承受誘因。至於，承受
「房屋或房屋及其土地」之規定係為避免造成集合住宅重建問題之複雜化，金融機
構得不需承受集合住宅之土地持分，以鼓勵集合住宅受災戶憑土地持分積極參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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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原購屋貸款承受涉及原承貸金融機構之損失，故「九二一條例」係以「協議承
受」（而非「強制承受」）訂定規範；另，「原購屋貸款協議承受」涉及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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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故相關規定較財政部之「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嚴格，除以「原房屋全
倒或半倒拆除」為前提，且規定原貸款應屬「購屋貸款」或經承貸金融機構認定屬
購屋貸款者外，亦限制每戶僅能就原房屋貸款之一戶申請承受。
為使各項政策性房貸受災戶減輕負擔，中央銀行亦協調勞工住宅、國民住宅、
公教住宅、軍人住宅等政策性房貸主管機關同意，由原承貸金融機構承受原購屋貸
款餘額，並由各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金融機構之損失。
依據中央銀行之資料顯示，申請並經金融機構同意承受者共3,718戶、承受之原
購屋貸款餘額共47億7,500萬元。
六、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
依據「九二一條例」第54條規定，受災戶可繼續繳付原購屋貸款餘額之本息，並於
「緊急命令」第2點相關規定之「九二一優惠融資」額度範圍內，申請中央銀行提供利息
補貼；如有餘額，可再申請「九二一優惠融資」。反之，亦可。換言之，受災戶可自行決
定將優惠融資利率補貼較多之150萬元額度部分，適用於「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或
「九二一優惠融資」。由於「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涉及原購屋貸款剩餘年限之利率
補貼，適用對象均比照「原購屋貸款協議承受」之規定，原貸款以「購屋貸款」為限，且
每戶僅有一個申請資格。
依據中央銀行之資料顯示，申請並經中央銀行同意利息補貼者共202戶、利息補貼之原
購屋貸款餘額共3億5,300萬元。
七、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
內政部依據89年11月29日修正發布之「九二一條例」第54條規定，訂定「補貼金融機
構辦理暫行條例第53條第5項規定原購屋貸款利息差額實施要點」。「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
補貼」者，可再就「原購屋貸款利率」、「中央銀行利息補貼之利率」及「原借款人負擔
利息之利率」之利息差額申請社區重建更新基金補貼。補貼期間自89年12月1日起至原貸款
賸餘期限止，「九二一條例」屆期後，「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所需預算由營建
署編列支應。
至2008年12月底，「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共158戶、2,797萬8,560元。

肆、結論
歷經多方磨合，最終定案之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表6），以維持震災後第一時間每戶
優惠融資額度350萬元之政策為前提，受災戶可在優惠總額內靈活選擇「九二一優惠融資」
與「原購屋貸款餘額協議承受」或「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二擇一）（圖3）。該融
資機制歷經近十年之運作，雖不免因過度期待與基於體恤災民，而導致爭議與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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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九二一災後住宅重建融資機制彙整
措施
主管機關
		
九二一

中央銀行

資金來源

按月

郵政儲金

88/10/15~

中央銀行預算

作業依據

辦理情形

1、緊急命令

購屋：11,083戶、

2、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

295億2,983萬元

					

急融資專款之提撥及作業應

重建：11,997戶、

					

注意事項

251億8,664萬元

						

75億3,329萬元

						

總計：35,013戶、

						

622億4,976萬元

九二一

購屋：676戶、

融資保證

中小企業信用

無補貼

九二一基金會、

保證基金

89/8/3~

九二一特別預算		

				

1、九二一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
款信用保證業務處理要點

2、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九二

8億3,027萬元
重建：6,661戶、

					

一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

57億3,489萬元

					

用保證作業要點

修繕：156戶、

				

		

7,785萬元

				

		

總計：7,493戶、
66億4,301萬元

原房屋

核准件數：

擔保借款		

無補貼
88/9/22~合意

金融機構

1、財政部88年9月22日財政部

自行吸收		

本息展延				

2、九二一條例第49條、第50條

					
原房屋

內政部營建署

第1項

13,239件
核准金額：
259億4,800萬

半年

社區重建

1、九二一條例第50條第2項

補貼筆數：

91/1/1~95/2/4

更新基金

2、九二一地震受災戶震災毀損

243,550筆

利息補貼					

房屋原擔保借款利息補貼作

補貼利息：

					

業程序

3億7,058萬

						

8,338元。

原購屋

受戶數：

中央銀行

按月

中央銀行預算

1、九二一條例第53條

貸款協議		

89/3/8~原貸款		

承受		

賸餘期限＋5年			

2、金融機構承受災區居民房屋

原購屋

中央銀行

貸款申請		
利息補貼		

按月

中央銀行預算

89/2/4~原貸款		

3,718戶

及土地申請補助之範圍、方

承受餘額：

式及程序

47億7,500萬元

1、九二一條例54條

補貼戶數：

2、緊急命令

202戶

賸餘期限				

補貼餘額：

						

3億5,300萬元

原購屋

內政部營建署

社區重建更新

1、九二一條例第54條

補貼戶數：

貸款申請		

89/12/1~原貸款

基金、95年2月

2、九二一條例第53條第5項

158戶

利息差額		

賸餘期限

後內政部預算

3、補貼金融機構辦理暫行條例

補貼利息差額：

第53條第5項規定原購屋貸

					

款利息差額實施要點

檔管加油站

每三個月

補貼					

工作報導

					

檔管園地

擔保借款		

台財融第88749725號函

他山之石

						
財政部金管會

檔案瑰寶

修繕：11,933戶、

著

						

論


優惠融資		

補貼作業
週期與期程

2,797萬8,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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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下之選擇

一、 「九二一優惠融資」將「另行購屋」列入廣義之「家園重建」選項，具有迅速滿足災
民安置需求之優點；惟對集合住宅之重建，則不乏排擠原址重建之負面效應。921災後
集合住宅重建，原所有權人參與率不如預期，有部分是因為已經選擇「另行購屋」。
二、 「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及「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係以政策指導先行，修
法補正在後之方式介入受災戶與金融機構間之原房屋擔保借款契約關係；其作法雖
有助於舒緩受災戶於展延期間之原有房屋貸款負擔，惟暫緩繳納期間所累積之利息總
額，於展延屆期後反而形成更沉重之負擔，與受災戶之「展延期間免負擔利息」預期
出現很大落差。加上展延期間之擔保借款由受災戶負擔年利率3%且利息補貼皆止於95
年2月4日，其約束力在「九二一條例」屆期後即不復存在，故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
延及利息補貼之效果不如「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更不如「原購屋貸款協議承
受」。
三、 「原購屋貸款協議承受」後，受災戶無須再負擔承受部分之本息，最為受災戶所期
待，惟不免「有部分金融機構不同意承受，而受災戶要求公權力介入強制承受」與
「政府並未就原購屋貸款之建物、土地貸款比率予以統一規範，以致各金融機構承受
毀損建物貸款占原購屋貸款比率歧異甚大」，引發受災戶相互比較與不平。
四、 「九二一融資信保」實施以來，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之集合住宅送保案例付之闕如，
與該機制設立之原始目的有所落差。
五、 於「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外，立法增訂「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將
利息與利息差額補貼分屬兩個主管機關；增訂條款雖有助於降低選擇「原購屋貸款申
請利息補貼」者之舊貸壓力，卻衍生不必要之行政負擔。
整體來看，瑕不掩瑜，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應屬「既有金融市場機制」下，受災戶、
金融機構與政府「各退一步」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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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為建立常設性之災後住宅重建貸款機制，921震災後制定之《災害防救法》第44條第2
項規定，災區民眾重建資金之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

論


會訂定，而利息補貼額度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若進一步就所訂定之《災區民眾重
建資金之利息補貼作業辦法》來看，並與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加以比較（表7），即不難看
出，常設性之災後重建融資項目僅限於災後之重建（購）或修繕貸款及其貸款信用保證，

著

並未涵蓋災後受災民眾普遍關心之舊貸款之協處，勢必不足以因應災後重建所需。此外，
由貸款主辦機關將因災害之不同而分散於各機關，利息補貼額度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以及貸款條件、申請期限及作業流程等貸款辦法由各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後公告等節來

檔案瑰寶

看，常設性之災後住宅重建貸款機制顯然未能記取教訓、正視臺灣天然災害頻傳之事實及
事前妥善規劃優於事後緊急應變之道理，加上災後住宅重建問題之解決，融資機制僅為其
中一環，因此政府應前瞻性地將災後住宅重建政策納為「整體住宅政策」（96年11月21日
院臺建字第0960050731號函核定）之一環，參酌日本漸趨成熟之復興基金機制（註7、8、
9），訂定災後成立或啟動重建基金之建置機制，並研擬完整性之住宅重建對策。在住宅重
建融資機制部分，建議項目包括：

他山之石

一、利息補貼由住宅專責機構統一辦理。
二、明訂利息補貼年限及期程。
表7 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與常設性貸款機制之比較
常設性貸款機制

ˇ

ˇ

主管機關

中央銀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利息補貼預算編列

中央銀行

各級政府

ˇ

ˇ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優惠融資

融資保證
執行單位

民間捐款（921基金會）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工作報導

資金來源

檔管園地

九二一住宅融資機制

921特別預算
ˇ

×

原房屋擔保借款利息補貼

ˇ

×

原購屋貸款協議承受

ˇ

×

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補貼

ˇ

×

原購屋貸款申請利息差額補貼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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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房屋擔保借款本息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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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長期利息補貼轉換成財務補助，及時降低災民重建負擔，並搭配利息補貼年限之
縮短。
四、將毀損房屋原購屋貸款納入融資機制協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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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中央銀行、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及內政部營建署提供資料；中央銀行陳曉
玫科長於本文撰寫期間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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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財團法人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基金網頁，＜事業內容－住宅對策＞（13 Jul.
2009）。＜http://www.sinsaikikin.jp/＞（21 Jul. 2009）.
註2： 中央銀行，《重建家園》（臺北：中央銀行，民95年9月）。
註3： 立法院，《立法院第4屆第2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臺北：立法院，民88年
12月）：頁45-73。
註4： 立法院，《立法院第4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臺北：立法院，民88年
10月）：頁107-133。
註5：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二十九卷第八期第5屆第2會期第17次院會記錄》（臺北：立
法院，民92年1月14日）：頁2272。
註6： 中央銀行921地震受災民眾重建家園貸款舊貸款協議承受及利息補貼網頁，＜921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公布生效後，災民如何適用央行1000億元重建家園專案之問與答＞（民
89年3月8日）。＜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27121&ctNode=838&mp=1＞（民
97年7月21日）.
註7： 財團法人新潟縣中越大震災復興基金網頁，＜事業介紹－受災戶住宅支援對策事業＞
（26 Jun. 2009）。＜http://www.chuetsu-fukkoukikin.jp/＞（21 Jul. 2009）.
註8： 財團法人新潟縣中越沖大震災復興基金網頁，＜補助金與事業介紹－受災戶住宅支援
對策事業＞（22 Apr. 2009）。＜http://www.chuetsu-oki-kikin.jp/＞（21 Jul. 2009）.
註9： 財團法人能登半島地震復興基金網頁，＜復興支援事業介紹－生活再建＞（30 Jun.
2009）。＜http://noto-fukkoukikin.jp/＞（21 Ju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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