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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9.21 1999.09.21 淩晨淩晨

時間：時間：19991999年年99月月2121日，淩晨日，淩晨11點點4747分分15.915.9秒。秒。

震央：震央：北緯北緯 23.85 23.85 度、東經度、東經 120.78 120.78 度，度，日月潭日月潭

西南方西南方9.2 9.2 公里處公里處，地震深度，地震深度8.08.0公里公里。。

規模：芮氏規模規模：芮氏規模7.37.3。。

災區：南投、台中縣（市）、雲林、彰化、苗栗等。災區：南投、台中縣（市）、雲林、彰化、苗栗等。

傷亡：死亡傷亡：死亡2,4552,455人、失蹤人、失蹤5050人、重傷人、重傷758758人人。。

屋損：全倒屋損：全倒50,64450,644戶，半倒戶，半倒53,31753,317戶（以門牌數統戶（以門牌數統
計，全倒計，全倒38,93538,935戶，半倒戶，半倒45,32045,320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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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PART I 
政府部分政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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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9.21 1999.09.21 09.2709.27

成立災情應變小組與救災中心。成立災情應變小組與救災中心。

宣布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宣布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

►►死亡者家屬撫慰金死亡者家屬撫慰金100100萬、重傷者慰問金萬、重傷者慰問金2020萬。萬。

►►房屋全倒者慰助金房屋全倒者慰助金2020萬、半倒者慰助金萬、半倒者慰助金1010萬。萬。

►►受災戶原有房屋擔保借款部分，本金展延受災戶原有房屋擔保借款部分，本金展延55年。年。

►►央行宣布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央行宣布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0001,000億元，供銀行辦億元，供銀行辦
理災區民眾購屋、住宅重建或修繕貸款。理災區民眾購屋、住宅重建或修繕貸款。

發布「緊急命令」。發布「緊急命令」。

成立「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成立「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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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措施安置措施

興建組合屋。興建組合屋。

►►政府政府1,1811,181戶，民間戶，民間3,6723,672戶，日本戶，日本1,0011,001戶戶 ，共，共112112處，計處，計
5,8545,854戶，戶，居住期限以四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發放租金。發放租金。

►►有實際居住且自有住宅全倒或半倒者，每人每月發放有實際居住且自有住宅全倒或半倒者，每人每月發放3,0003,000
元租金，一次發給一年期。元租金，一次發給一年期。

►►原申領租金受災戶再發放租金一年。原申領租金受災戶再發放租金一年。

釋出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宅。釋出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宅。

►►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受災戶申購。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受災戶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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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特別法特別法及及增修訂增修訂

執行災後重建任務與銜接緊急命令效力的任務性與限執行災後重建任務與銜接緊急命令效力的任務性與限

時性的特別法：「總則」、「災區社區重建」、「租時性的特別法：「總則」、「災區社區重建」、「租

稅與融資之配合措施」、「行政程序之執行與簡化」稅與融資之配合措施」、「行政程序之執行與簡化」

、「重建經費籌措」及「附則」等、「重建經費籌措」及「附則」等66章，章，7575條條文。條條文。

2000.11.29 2000.11.29 第第11次增修訂。重建經費由次增修訂。重建經費由800800億元，提高億元，提高

到不得低於到不得低於2,0002,000億元。億元。

2001.10.17  2001.10.17  第第22次增修訂。次增修訂。

2003.02.07  2003.02.07  第第33次增修訂。次增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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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預算編列

212,358,802,000合 計

27,241,205,000
2001年12月6日
（第4屆第6會期第8次會議）

2001年度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
重建特別預算（第二期）

72,758,795,000
2001年4月12日
（第4屆第5會期第8次會議）

2001年度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
重建特別預算（第一期）

6,235,000,000
2001年1月4日
（第4屆第4會期第28次會議）

20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106,123,802,000
2000年12月12日
（第4屆第4會期第22次會議）

1999下半年度及2000年度追加
（減）預算

重 建 經 費立 法 院 通 過 日 期經 費 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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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作重建工作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成立「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成立「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推動委員會」。

整體重建計畫分為「公共建設計畫」、「產業重建計整體重建計畫分為「公共建設計畫」、「產業重建計

畫」、「生活重建計畫」與「社區（住宅）重建計畫畫」、「生活重建計畫」與「社區（住宅）重建計畫

」等四大項。」等四大項。

►►「公共建設計畫」、「產業重建計畫」、「生活重建計畫」「公共建設計畫」、「產業重建計畫」、「生活重建計畫」

由中央主導，民間支援，地方配合由中央主導，民間支援，地方配合 。。

►►「社區（住宅）重建計畫」由地方主導，民間參與，中央支「社區（住宅）重建計畫」由地方主導，民間參與，中央支

援。援。
中央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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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重建重建

縣（市）政府應自行或委託其他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

於各災區鄉（鎮、市）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 福利服務：對失依老人、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變故家庭、單親家

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弱勢族群之生活需求，提供預防性、支持

性與發展性之服務。

► 心理輔導：提供居民、學校師生及救災人員個別式與團體式之諮商輔導

及協助醫療轉介。

► 組織訓練：協助發展社區組織，辦理重建服務人員有關社會福利、心理

重建等相關教育與訓練。

► 諮詢轉介：提供居民有關福利措施、就業、法律、申訴、公共建設、產

業重建、社區重建及其他重建相關服務與資訊之諮詢、轉介與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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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重建校園重建

政府辦理政府辦理185185所所：：

推動新校園運動。推動新校園運動。

民間援建民間援建108108所所：：

►►自行辦理施工。自行辦理施工。

►►自行招商辦理。自行招商辦理。

►►委託政府辦理，自行撥款。委託政府辦理，自行撥款。

►►捐款指定用途，政府辦理。捐款指定用途，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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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重建產業重建

搶救觀光：動員各機關鼓勵公務員至災區旅遊消費。搶救觀光：動員各機關鼓勵公務員至災區旅遊消費。

促銷農業：政府協助各項農業產銷設施的復建、復耕促銷農業：政府協助各項農業產銷設施的復建、復耕

與恢復生產機能，災區規劃設置具地方特色的農業文與恢復生產機能，災區規劃設置具地方特色的農業文

化園區及輔導發展具有獨特風味的農特產品，進而輔化園區及輔導發展具有獨特風味的農特產品，進而輔

導協助農民舉辦農特產品的促銷活動，並鼓勵企業採導協助農民舉辦農特產品的促銷活動，並鼓勵企業採

購災區農特產品作為企業年節贈品。購災區農特產品作為企業年節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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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救助與輔導轉業失業救助與輔導轉業

推介災區失業者就業或安排參加職業訓練推介災區失業者就業或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推介災區失業者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推介災區失業者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提供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災區災民經營勞動合作。提供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災區災民經營勞動合作。

災後重建工程應優先由災區廠商承包。災後重建工程應優先由災區廠商承包。

災後重建工程得標廠商，應將僱用災區居民納入契約內容。災後重建工程得標廠商，應將僱用災區居民納入契約內容。

「以工代賑」、「臨時工作津貼」、「就業重建大軍」、「永「以工代賑」、「臨時工作津貼」、「就業重建大軍」、「永

續就業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弱勢戶輔導就業方續就業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弱勢戶輔導就業方

案」、「僱用獎勵津貼」「重建人力培訓班」、「社區職訓教案」、「僱用獎勵津貼」「重建人力培訓班」、「社區職訓教

室」、「擴大就業服務方案」室」、「擴大就業服務方案」



13

住宅重建住宅重建

簡化住宅重建相關行政程序。簡化住宅重建相關行政程序。

推動各項實施方案。推動各項實施方案。

因應受災戶需求，針對其條件不同，提供多元因應受災戶需求，針對其條件不同，提供多元

的重建管道與選項的重建管道與選項 。。

鼓勵重建，減低受災戶負擔，提供租稅減免、鼓勵重建，減低受災戶負擔，提供租稅減免、

融資撥貸與重建補助等優惠措施融資撥貸與重建補助等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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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重建的補助與補貼住宅重建的補助與補貼
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

汙水處理設施補助。汙水處理設施補助。

打七折打七折出出售售國宅國宅。。

舊貸款本息展延。舊貸款本息展延。

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

提供無息與低利貸款利息補貼。提供無息與低利貸款利息補貼。

提供貸款信用保證。提供貸款信用保證。

合法建物才
能獲得補助
或補貼

決定權在
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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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PART II 
民間部分民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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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活力民間活力

救難團隊協助救災救難團隊協助救災。。

捐贈物資與發放慰問金捐贈物資與發放慰問金。。

愛心捐款愛心捐款，，累計達累計達339339億元億元。。

NGONGO聯合成立「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聯合成立「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

NGONGO進駐災區。進駐災區。

興建組合屋與臨時校舍興建組合屋與臨時校舍。。

推動生活重建法制化。推動生活重建法制化。
認養校園重建工程認養校園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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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緣起全盟緣起

921921大地震後，大地震後，NGONGO為互通救災訊息、有效運用救災物為互通救災訊息、有效運用救災物
資與監督震災捐款流向，於資與監督震災捐款流向，於19991999年年1010月月77日聯合成立「日聯合成立「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全盟）」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全盟）」，共推李，共推李
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瞿海源教授出任執行長。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瞿海源教授出任執行長。

全盟設有服務協調委員會及捐款監督委員會。全盟設有服務協調委員會及捐款監督委員會。

服務協調委員會分成服務協調委員會分成家園重建組、文化資產組、醫療家園重建組、文化資產組、醫療
衛生組、法律權益組、資訊聯繫組、教育人文組、社衛生組、法律權益組、資訊聯繫組、教育人文組、社
工服務組、兒少照顧組、原住民組、心理重建組、宗工服務組、兒少照顧組、原住民組、心理重建組、宗
教關懷組、產業生計組。教關懷組、產業生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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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沿革全盟沿革

捐款監督委員會於捐款監督委員會於20002000年年44月底，因階段性任務完成，月底，因階段性任務完成，
停止運作。停止運作。

20002000年年66月月55日，瞿海源教授出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基日，瞿海源教授出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基
金會」董事，全盟執行長由原協調委員謝國興教授接金會」董事，全盟執行長由原協調委員謝國興教授接
任，原副執行長謝志誠教授出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基任，原副執行長謝志誠教授出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基
金會」執行長新職，辭卸全盟職務。金會」執行長新職，辭卸全盟職務。

20012001年年99月月2929日，全盟發表日，全盟發表《《協力與培力：全盟兩年工協力與培力：全盟兩年工
作紀要作紀要》》，為階段性任務劃下句點。，為階段性任務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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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成立宗旨全盟成立宗旨

結合民間資源，協助災後重建。結合民間資源，協助災後重建。

監督震災捐款流向與運用。監督震災捐款流向與運用。

協助推動重建工作的有效性與持續性。協助推動重建工作的有效性與持續性。

建議重建法律與政策的制訂。建議重建法律與政策的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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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工作方針全盟工作方針

協助地方工作團隊從事災後重建規劃、服務及社區營協助地方工作團隊從事災後重建規劃、服務及社區營
造等工作。造等工作。

整合重建資訊，定期發表重建分析報告。整合重建資訊，定期發表重建分析報告。

評估重建政策及其執行成效。評估重建政策及其執行成效。

提供諮詢及協力服務。提供諮詢及協力服務。

積極照顧災區弱勢團體與個人積極照顧災區弱勢團體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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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委員會協調委員會

全盟決策機構，每週定期集會。全盟決策機構，每週定期集會。

協調商議重建事務。協調商議重建事務。

設置聯絡站，發展社區協力組織。設置聯絡站，發展社區協力組織。

訂定服務計畫申請審核及經費核撥辦法訂定服務計畫申請審核及經費核撥辦法，媒介資源，媒介資源
（捐款），補助重建區工作團隊進行災後重建工作（捐款），補助重建區工作團隊進行災後重建工作
，包括聯絡站運作、社區重建、社區報發行、心靈，包括聯絡站運作、社區重建、社區報發行、心靈
重建、福利服務、兒少照顧、教育重建、文化資產重建、福利服務、兒少照顧、教育重建、文化資產
重建、安置與產業重建等。重建、安置與產業重建等。

推動生活重建法制化推動生活重建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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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建生活重建

心靈重建。心靈重建。

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學校教學及學生輔導。學校教學及學生輔導。

就業服務。就業服務。

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

緊急命令階段緊急命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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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建政策態度？生活重建政策態度？

中央主導，民間支援，地方配合。中央主導，民間支援，地方配合。

生活重建所需經費，由中央各部會向「財團法人九二生活重建所需經費，由中央各部會向「財團法人九二
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申請補助。地方政府部份由各縣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申請補助。地方政府部份由各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收受民間捐款辦理。（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收受民間捐款辦理。
【【本階段的生活重建經費來自民間捐款本階段的生活重建經費來自民間捐款】】

行政院提出的行政院提出的《《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草案）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草案）》》
未列生活重建條款。未列生活重建條款。

緊急命令階段緊急命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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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力量扭轉政策態度民間力量扭轉政策態度

提出批評並串聯國會議員提出「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提出批評並串聯國會議員提出「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
盟」版的盟」版的《《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全盟版）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全盟版）》》，，
要求在條例中增闢「生活重建」專章，明列政府應自要求在條例中增闢「生活重建」專章，明列政府應自
行或委託民間機構於各鄉（鎮、巿）設立生活重建服行或委託民間機構於各鄉（鎮、巿）設立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等條文。務中心等條文。

在民間團體、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的共識下，在民間團體、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的共識下，《《九二九二
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納入「生活重建」專章。納入「生活重建」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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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重建中心設置重建中心設置

縣縣（（市）政府應自行或市）政府應自行或委託其他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委託其他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

於各災區鄉於各災區鄉（（鎮、市鎮、市））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 福利服務：對失依老人、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變故家庭、單親家福利服務：對失依老人、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變故家庭、單親家

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弱勢族群之生活需求，提供預防性、支持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弱勢族群之生活需求，提供預防性、支持

性與發展性之服務。性與發展性之服務。

►► 心理輔導：提供居民、學校師生及救災人員個別式與團體式之諮商輔導心理輔導：提供居民、學校師生及救災人員個別式與團體式之諮商輔導

及協助醫療轉介。及協助醫療轉介。

►► 組織訓練：協助發展社區組織，辦理重建服務人員有關社會福利、心理組織訓練：協助發展社區組織，辦理重建服務人員有關社會福利、心理

重建等相關教育與訓練。重建等相關教育與訓練。

►► 諮詢轉介：提供居民有關福利措施、就業、法律、申訴、公共建設、產諮詢轉介：提供居民有關福利措施、就業、法律、申訴、公共建設、產

業重建、社區重建及其他重建相關服務與資訊之諮詢、轉介與媒合。業重建、社區重建及其他重建相關服務與資訊之諮詢、轉介與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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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PART III
921 Foundation921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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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

行政院為統合運用民間捐款，在官方「行政院九二一行政院為統合運用民間捐款，在官方「行政院九二一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外，邀請社會人士與相關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外，邀請社會人士與相關
單位組成的組織。單位組成的組織。

以「來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以「來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
、主動規劃」、「透明效率、落實重建」等原則作為、主動規劃」、「透明效率、落實重建」等原則作為
業務推動與捐款管理的方針業務推動與捐款管理的方針。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1313日成立日成立，，20082008年年66月月3030日解散。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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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收支經費收支

指定用途捐款
1,228,763,608

指定用途捐款
1,228,763,608

存款餘額
（2008.06.30）
4,506,847,819

存款餘額
（2008.06.30）
4,506,847,819

指定用途捐款餘額
2,600,000

指定用途捐款餘額
2,600,000

指定用途支出
1,226,163,608

指定用途支出
1,226,163,608

重建計畫支出
14,416,698,610 

重建計畫支出
14,416,698,610 

捐款
行政院

九二一

賑災專戶

12,259,618,951

內政部

九二一

賑災專戶
1,718,218,284

直接捐款

74,991,299

合 計

14,088,647,064

捐款捐款
行政院

九二一

賑災專戶

12,259,618,951

內政部

九二一

賑災專戶
1,718,218,284

直接捐款

74,991,299

合 計

14,088,647,064

一般用途捐款
12,859,883,456

一般用途捐款
12,859,883,456

孳息收入
1,064,287,076

孳息收入
1,064,287,076

回收現金回收現金 4,999,375,8974,999,375,897

回收不動產回收不動產 422,212,287422,212,287

執行率＞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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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比例經費比例

住宅重建

64.89%

其他

10.45%防災搶險

與復建

7.21%

重建規劃

1.56% 生活重建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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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來年來，，921921基金會基金會 運用捐款運用捐款

70 70 處大樓及社區更新重建（處大樓及社區更新重建（54105410戶）戶）

94 94 棟大樓修繕（棟大樓修繕（12,81412,814戶）戶）

4,336 4,336 個弱勢家戶重建個弱勢家戶重建

2,366 2,366 件貸款信用保證件貸款信用保證

6,379 6,379 戶家屋建築設計戶家屋建築設計

54 54 個社福機構重建個社福機構重建

5 5 處聚落遷村處聚落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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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來年來，，921921基金會基金會 運用捐款運用捐款

360,000 360,000 災民繳交災民繳交66個月公勞農健保費個月公勞農健保費

6,929 6,929 位學生繳交學費、雜費與餐費位學生繳交學費、雜費與餐費

4,172,4804,172,480人次學童參與圖書共讀人次學童參與圖書共讀

127 127 位失依兒少成立信託基金位失依兒少成立信託基金

278 278 個學校採購個學校採購1212萬冊圖書萬冊圖書

719 719 戶桃芝風災災後安遷戶桃芝風災災後安遷

154 154 位桃芝風災受難家屬位桃芝風災受難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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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來年來，，921921基金會基金會 運用捐款運用捐款

51 51 座橋樑重建座橋樑重建

8686處組合屋管理維護處組合屋管理維護

6 6 個縣市政府辦理各項重建計畫個縣市政府辦理各項重建計畫

3131個鄉鎮市公所搶修災損坍塌道路個鄉鎮市公所搶修災損坍塌道路

1414個鄉鎮公所辦理辦公廳舍重建工程個鄉鎮公所辦理辦公廳舍重建工程

102 102 個義消與民間救難團隊採購設備個義消與民間救難團隊採購設備

190 190 個團體辦理生活、社區與產業重建個團體辦理生活、社區與產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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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傳承與開發經驗傳承與開發

震災紀錄：社區報、紀錄片、口述歷史。

學習學園：攝影班、木工班、電腦班、中藥班。

福利服務：老人送餐、課業輔導、安親托育、老人日
托、居家服務。

社區營造：修築水圳、生態保育、地方文史、母語教
學。

產業生計：布偶、拼布、染坊、石雕、影雕、木雕、
竹藝、織布、行銷推廣、有機農業、包裝設計、發展
民宿、就業轉介、職業訓練、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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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累積與擴散經驗累積與擴散

產業精緻化：產業精緻化：有機農業、製程改善有機農業、製程改善

行行銷策略化：銷策略化：網路行銷、友情認養、異業結盟、包裝網路行銷、友情認養、異業結盟、包裝
設計、結合社區設計、結合社區

福利社區化：福利社區化：老人日托、送餐服務老人日托、送餐服務

防災社區化：防災社區化：預警廣播、避難演習、睦鄰救援編組預警廣播、避難演習、睦鄰救援編組

產業多元化：產業多元化：系列產品開發、訴求養生活力、文化觀系列產品開發、訴求養生活力、文化觀
光結盟光結盟

命名創意化：命名創意化：長老說話、梅子跳舞、拼命三郎、山豬長老說話、梅子跳舞、拼命三郎、山豬
迷路、桂花小舖、石岡媽媽、吉利市、勢不分離、郎迷路、桂花小舖、石岡媽媽、吉利市、勢不分離、郎
情妹意、虎虎生風、好久沒見情妹意、虎虎生風、好久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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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PART IV 
Housing PolicyHous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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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型住宅類型
一般透天型住宅一般透天型住宅

►►城鎮地區城鎮地區

►►農村聚落農村聚落

►►原住民（少數民族）部落原住民（少數民族）部落

集合式住宅（公寓大樓）集合式住宅（公寓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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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類型土地類型 1/31/3

個人土地個人土地：：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個人所有。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個人所有。

公有土地：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政府或國營事業公有土地：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政府或國營事業
機構所有。機構所有。

共有土地：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數人所有。共有土地：指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為數人所有。

分別共有：數人按其應有部分享有所有權。分別共有：數人按其應有部分享有所有權。

公同共有：依法律，或契約，或習慣成為公同關係公同共有：依法律，或契約，或習慣成為公同關係
的數人，基於公同關係而共同享有所有權。的數人，基於公同關係而共同享有所有權。

兩者最大區別，在於「分別共有」有「應有部分」兩者最大區別，在於「分別共有」有「應有部分」
的概念，而「公同共有」則沒有「應有部分」的概的概念，而「公同共有」則沒有「應有部分」的概
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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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類型土地類型 2/32/3

祭祀公業土地：以祭祀祖先為目的所設立的獨立財產祭祀公業土地：以祭祀祖先為目的所設立的獨立財產
，淵源於南宋時的「祭田」，乃漢人社會獨特習尚。，淵源於南宋時的「祭田」，乃漢人社會獨特習尚。

臺拓地：指日治時期臺灣拓植株式會社所有或日本政臺拓地：指日治時期臺灣拓植株式會社所有或日本政
府撥交該會社經營之土地，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俗府撥交該會社經營之土地，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俗
稱的臺灣「光復」或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之後），稱的臺灣「光復」或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之後），
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而成為國有土地，其來源有當時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而成為國有土地，其來源有當時
經法院拍賣的欠稅土地，以及臺拓會購置準備開發者經法院拍賣的欠稅土地，以及臺拓會購置準備開發者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依據「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規定，19701970年年33月月2727
日以前已實際建屋使用的國有非公用土地，得申請承日以前已實際建屋使用的國有非公用土地，得申請承
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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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類型土地類型 3/33/3

頭家地：指昔日大地主出租予佃農建屋之土地，或先頭家地：指昔日大地主出租予佃農建屋之土地，或先
建屋後出租予佃農居住使用之土地。建屋後出租予佃農居住使用之土地。

原住民族保留地原住民族保留地

實驗林區土地：指台灣大學實驗林區管理處所管理的實驗林區土地：指台灣大學實驗林區管理處所管理的
土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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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來了問題來了
建物毀損，擬拆除重建。建物毀損，擬拆除重建。

依循既有法令來辦理，曠日費時。依循既有法令來辦理，曠日費時。

為加速解決問題，於「九二一震災重建特別條為加速解決問題，於「九二一震災重建特別條
例」立法中訂定特別條款，據以提高解決問題例」立法中訂定特別條款，據以提高解決問題
的可能性，卻不保證可以完全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卻不保證可以完全解決問題。

問題來自「人」，要解決的也是「人」的問問題來自「人」，要解決的也是「人」的問
題。題。

解決「人」的問題，把責任推給「法律」。解決「人」的問題，把責任推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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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段法律手段 1/21/2

針對土地為祭祀公業土地，毀損的建物為祭祀公業所針對土地為祭祀公業土地，毀損的建物為祭祀公業所
有，且登記在其他人名下者，於毀損建物重建後，得有，且登記在其他人名下者，於毀損建物重建後，得
以祭祀公業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以祭祀公業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1111

共有土地或祭祀公業土地位於整體開發範圍內者，除共有土地或祭祀公業土地位於整體開發範圍內者，除
非有過半數反對，否則視同同意參與整體開發。整體非有過半數反對，否則視同同意參與整體開發。整體
開發後，第一次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的減免，除開發後，第一次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的減免，除
依其他法律規定外，可另減徵百分之四十。依其他法律規定外，可另減徵百分之四十。1212

合法建築物及其基地不屬於同一個人所有時，得由原合法建築物及其基地不屬於同一個人所有時，得由原
建築物所有人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提出建築物所有人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提出
重建申請，無須檢附基地所有權人的同意文件。重建申請，無須檢附基地所有權人的同意文件。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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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段法律手段 2/22/2

承租公有土地者，建物毀損後，只要是租賃關係還存承租公有土地者，建物毀損後，只要是租賃關係還存
在，則受災戶可直接向縣（巿）主管建築機關提出重在，則受災戶可直接向縣（巿）主管建築機關提出重
建申請，免檢附土地所有人的同意文件。建申請，免檢附土地所有人的同意文件。1414

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條例及「九二一震災重建特別條例」有關都「九二一震災重建特別條例」有關都
市更新程序簡化條款。市更新程序簡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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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彌補手段政策彌補手段
針對九二一受災戶因震損建物位處針對九二一受災戶因震損建物位處斷層帶、土石流危斷層帶、土石流危
險區、地質脆弱、公共設施保留地、災區公共建設拆險區、地質脆弱、公共設施保留地、災區公共建設拆
遷戶、無法分割之共有土地、祭祀公業土地、臺拓地遷戶、無法分割之共有土地、祭祀公業土地、臺拓地
、頭家地、實驗林區、公有土地、頭家地、實驗林區、公有土地，難於原地重建者，，難於原地重建者，
或因該建物屬於集合或因該建物屬於集合式式住宅，未能透過整合循區段徵住宅，未能透過整合循區段徵
收、市地重劃或都市更新等方式辦理重建者收、市地重劃或都市更新等方式辦理重建者。。

20002000年底起，由政府擔任開發主體，辦理新社區開發年底起，由政府擔任開發主體，辦理新社區開發
，興建，興建一般住宅及平價住宅一般住宅及平價住宅，其中，一般住宅係出售，其中，一般住宅係出售
給一般受災戶，平價住宅則由縣（市）政府辦理出租給一般受災戶，平價住宅則由縣（市）政府辦理出租
管理及安置老弱殘障、單身獨居老人及未成年受災戶管理及安置老弱殘障、單身獨居老人及未成年受災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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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政策背景
住宅產權私有化。住宅產權私有化。

住宅自有比率高。住宅自有比率高。

住宅供需市場化。住宅供需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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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態度政策態度
政府不直接介入財產權處分作為理由，不直接「補助政府不直接介入財產權處分作為理由，不直接「補助
」住宅重建，卻以下列名目間接「補助」：」住宅重建，卻以下列名目間接「補助」：

►►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

►►汙水處理設施補助。汙水處理設施補助。

►►打七折打七折出出售售國宅國宅。。

►►舊貸款本息展延。舊貸款本息展延。

►►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

►►提供無息與低利貸款利息補貼。提供無息與低利貸款利息補貼。

►►提供貸款信用保證。提供貸款信用保證。

合法建物才
能獲得補助
或補貼

決定權在
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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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建築規劃設計費補助

對象：對象：

農舍。農舍。

原住民住宅。原住民住宅。

住宅、店舖住宅、集合式住宅。住宅、店舖住宅、集合式住宅。

補助額度：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給予新臺幣補助額度：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給予新臺幣
四百元規劃設計補助費，每一住宅單位最高補四百元規劃設計補助費，每一住宅單位最高補
助新臺幣五萬元。助新臺幣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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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處理設施補助汙水處理設施補助

對象：對象：

農舍。農舍。

原住民住宅。原住民住宅。

住宅、店舖住宅、集合式住宅。住宅、店舖住宅、集合式住宅。

補助額度：補助額度：

每戶個別設置一套污水處理設施者，容量在五人份每戶個別設置一套污水處理設施者，容量在五人份
以下者每戶四萬元，六人份以上者，每戶五萬元。以下者每戶四萬元，六人份以上者，每戶五萬元。

二戶以上共同設置一套污水處理設施者，每戶補助二戶以上共同設置一套污水處理設施者，每戶補助
三萬元。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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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貸款本息展延舊貸款本息展延

本金展延五年，利率按原貸放利率減四碼，利息展延本金展延五年，利率按原貸放利率減四碼，利息展延
六個月。六個月。

金融機構對房屋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者，於震災前已辦理之擔保借
款，其利息展延五年時，該展延利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期間內分期攤
還。

金融機構對房屋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者，於震災前已辦理之擔金融機構對房屋因震災毀損經政府認定者，於震災前已辦理之擔
保借款，其利息經合意展延時，該展延利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期保借款，其利息經合意展延時，該展延利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期
間內分期攤還。間內分期攤還。

擔保借款之利息，由借款人負擔年利率百分之擔保借款之利息，由借款人負擔年利率百分之
三，其與原擔保借款利息之差額，由社區重建三，其與原擔保借款利息之差額，由社區重建
更新基金補貼之。更新基金補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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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重建或重購貸款優惠重建或重購貸款

貸款對象：貸款對象：九二一地震受災戶，自有住宅毀損。由所九二一地震受災戶，自有住宅毀損。由所
有權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血親中一人申貸。有權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血親中一人申貸。

貸款額度、利率：貸款額度、利率：每戶最高每戶最高350350萬元，萬元，150150萬元以下免萬元以下免
息，逾息，逾150150萬元部分，固定年率萬元部分，固定年率2%2%；修繕貸款每戶最高；修繕貸款每戶最高
150150萬元，固定年率萬元，固定年率2%2%。。

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貸款期限最長貸款期限最長2020年，貸款本金年，貸款本金
及貸款期間全部利息自第及貸款期間全部利息自第44年起平均攤還。年起平均攤還。

於限額內擴充適用舊貸款協議承受或（與）申請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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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舊貸款協議承受或利息補貼

經原貸款金融機構的同意，以其因震損的房地抵償原經原貸款金融機構的同意，以其因震損的房地抵償原
貸款債務。金融機構承受該房地者，得於緊急融資利貸款債務。金融機構承受該房地者，得於緊急融資利
息補貼範圍內申請補助。息補貼範圍內申請補助。

原貸款餘額在原貸款餘額在200200萬元以下部分，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萬元以下部分，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3%3%計算利息補助；逾計算利息補助；逾200200萬元至萬元至350350萬元萬元
部分，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利息部分，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利息
補助。補助。

震損的房地的原購屋貸款，得先於優惠貸款額度範圍震損的房地的原購屋貸款，得先於優惠貸款額度範圍
內，補貼利息，如有餘額仍得用於重建或重購優惠貸內，補貼利息，如有餘額仍得用於重建或重購優惠貸
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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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信用保證貸款信用保證

類別：修繕貸款、重建貸款、購屋貸款。類別：修繕貸款、重建貸款、購屋貸款。

額度：修繕貸款每戶最高額度：修繕貸款每戶最高150150萬元，重建及購屋貸款每萬元，重建及購屋貸款每
戶最高戶最高350350萬元。萬元。

期限：以承貸金融機構核定的貸款攤還期限為準，最期限：以承貸金融機構核定的貸款攤還期限為準，最
長不得超過長不得超過2020年。年。

保證成數：在送保貸款十成範圍內，由金融機構視個保證成數：在送保貸款十成範圍內，由金融機構視個
案需要，自行決定。案需要，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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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國宅，釋出國宅，七折出售七折出售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55日公布「九二一震災住屋全倒、半倒等受日公布「九二一震災住屋全倒、半倒等受
災戶承購國民住宅作業規定」。災戶承購國民住宅作業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宅，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宅，
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自有房屋全倒、半倒，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自有房屋全倒、半倒，
無其他自有住宅且未領取政府租金補助者申購。無其他自有住宅且未領取政府租金補助者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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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與少數民族住宅重建農村與少數民族住宅重建
補助對象補助對象

以非都市土地中屬於農村聚落且不涉及鄉村區社區以非都市土地中屬於農村聚落且不涉及鄉村區社區
更新、土地重劃、整體遷村及擴大檢討納入都市計更新、土地重劃、整體遷村及擴大檢討納入都市計
畫範圍內者為辦理範圍。畫範圍內者為辦理範圍。

原住民受災戶或「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整建及遷原住民受災戶或「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整建及遷
住戶。住戶。

補助標準：符合一定規範辦理住宅重建的，給補助標準：符合一定規範辦理住宅重建的，給
予每戶予每戶2020萬元補助。萬元補助。 合法建物才能獲得補助或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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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921基金會觀點
政府不應該在災難後過度堅持「財產權」，適政府不應該在災難後過度堅持「財產權」，適
當比例的直接補助可加速重建，減低災民負擔當比例的直接補助可加速重建，減低災民負擔
，且可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且可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

►民間捐款針對經濟弱勢災民提供20~50萬元補
助。

►提供集體性（遷村、集合式）

住宅重建周轉金。。

不以合法建物為
補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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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災後►►住宅重建住宅重建►► ►► 找平衡點找平衡點

財產權財產權 居住權居住權

政府補助政府補助
民間支援民間支援

其他措施

災民自備災民自備
融資貸款融資貸款

建築融資建築融資 抵押貸款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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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政府支持
財政負擔。財政負擔。

公平考量公平考量。。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城鄉差距、經濟條件）（城鄉差距、經濟條件）。。

後遺效應。後遺效應。

人民感受。人民感受。

權利差異。權利差異。

居住權益。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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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佐措施輔佐措施
民間援助民間援助。。

對口支援對口支援。。

自力造屋自力造屋。。

金融措施金融措施。。

租售住宅租售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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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那問題在那
土地與建物的關係？土地與建物的關係？

使用權與所有權的使用權與所有權的揪結揪結？

政府支持與災民自籌的角力？政府支持與災民自籌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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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原住民遷建原住民遷建►►政府融資政策政府融資政策

災民自備款
政府補助＋民間支援

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營造廠商921特別預算

建築融資

建築融資

信
用
保
證

利
息
補
貼

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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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原住民遷建原住民遷建►►民間融資策略民間融資策略

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營造廠商

建築融資

信
用
保
證

利
息
補
貼

抵押貸款

災民自備款
政府補助＋民間支援

建築融資

社會資源

行
政
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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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遷建原住民遷建►►問題問題 建議建議

政府融資政策政府融資政策

建築融資行不通建築融資行不通，抵押貸款不用談，抵押貸款不用談

民間融資策略民間融資策略

抵押貸款很困難，信用保證補破網抵押貸款很困難，信用保證補破網

比照比照921921新社區開發概念新社區開發概念
政府先建後租或售，或租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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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集合住宅重建集合住宅重建►►政府＋民間融資政策政府＋民間融資政策

政府補助

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營造廠商921特別預算

建築融資

建築融資

信
用
保
證

利
息
補
貼

抵押貸款

臨門方案融資災民自備款＋價購不參與者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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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集合住宅重建集合住宅重建►►民間融資政策民間融資政策

政府補助

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營造廠商

建築融資

建築融資

信
用
保
證

利
息
補
貼

抵押貸款

臨門方案融資災民自備款＋價購不參與者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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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重建集合住宅重建►►問題問題 建議建議

政府融資政策政府融資政策：：

建築融資行不通建築融資行不通，抵押貸款不用談。，抵押貸款不用談。

民間融資策略民間融資策略：：

風險責任一肩擔，災民旁觀等成果風險責任一肩擔，災民旁觀等成果。。

災民責任↑政府災民責任↑政府（財稅、地政、金融）（財稅、地政、金融）責任責任↑↑
金融體系社會責任金融體系社會責任↑↑



65

政策提出政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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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PART V 
臺灣臺灣 vs.vs.日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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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與安置階段救災與安置階段

相似處：相似處：
►►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的設置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的設置。。

►►制定特別法。制定特別法。

相異處：相異處：
►►緊急命令（日本無；台灣有）緊急命令（日本無；台灣有）。。

►►安置計畫（日本安置計畫（日本：：組合屋；台灣組合屋；台灣：：組合屋組合屋、、租金）租金）。。

►►政府募款（日本政府成立「兵庫縣南部地震災害義援金募集委員政府募款（日本政府成立「兵庫縣南部地震災害義援金募集委員
會」會」＋＋日本紅十字會等民間募款，共約日本紅十字會等民間募款，共約1,736 1,736 億日圓，分配給災億日圓，分配給災
民民1,516 1,516 億日圓，剩下的交付給地方政府成立的「阪神億日圓，剩下的交付給地方政府成立的「阪神‧‧淡路大淡路大
震災復興基金」。台灣政府設立「震災復興基金」。台灣政府設立「921921賑災專戶」賑災專戶」＋＋地方政府、紅地方政府、紅
十字會、慈濟基金會等民間募款共十字會、慈濟基金會等民間募款共339339億元，政府將募得善款億元，政府將募得善款140140
億成立「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由民間人士統籌管理億成立「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由民間人士統籌管理
運用外，其餘單位或機構所募得款項則自行規劃使用運用外，其餘單位或機構所募得款項則自行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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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階段重建階段

相似處：相似處：

►►中央重建組織與地方重建組織架構，重建預算主導。中央重建組織與地方重建組織架構，重建預算主導。

相異處：相異處：

►►重建預算經費（日本重建預算經費（日本3333兆兆800800億日圓；台灣億日圓；台灣2,1232,123億億
5,8805,880萬台幣）。萬台幣）。

►►重建計畫執行（日本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台灣則以中央重建計畫執行（日本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台灣則以中央
政府為主導）。政府為主導）。

►►民間參與（日本弱；台灣強）。民間參與（日本弱；台灣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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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機制

日本（阪神日本（阪神・淡路大震災・淡路大震災～）～） ：：

►►國家預算國家預算 ＋＋ 地方政府主導的重建＋地方政地方政府主導的重建＋地方政
府主導的復興基金。府主導的復興基金。

臺灣（臺灣（921921大地震）：大地震）：

►►中央中央特別預算特別預算 ＋＋ 中央政府主導的重建＋民中央政府主導的重建＋民
間主導捐款設立的基金會。間主導捐款設立的基金會。

臺灣～：臺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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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基金設置目的復興基金設置目的

為阪神為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早期復興，救濟被害者淡路大地震的早期復興，救濟被害者
並協助其自立，採取長期、安定及機動性的復並協助其自立，採取長期、安定及機動性的復
興對策，使因災害而凋敝的受災地區重生為有興對策，使因災害而凋敝的受災地區重生為有
魅力的地區。魅力的地區。



71

復興基金用途復興基金用途

對行政的補充。對行政的補充。

對受災者的直接支援。對受災者的直接支援。

禁止財源挪用。禁止財源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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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類別與用途財產類別與用途

基本財産：基本財産：
►►取得管道：地方政府出資。取得管道：地方政府出資。

►►使用項目：管理經費（人事費、事務費等）使用項目：管理經費（人事費、事務費等） 。。

►►可用額度：基本財產可用額度：基本財產××年年1.4% 1.4% 。。

運用財産：運用財産：
►►取得管道：指名債權讓渡。取得管道：指名債權讓渡。

►►使用項目：個別支援事業。使用項目：個別支援事業。

►►可用額度：運用財産可用額度：運用財産××年年2.0% 2.0% 。。

取崩型財産：取崩型財産：
►►取得管道：募款。取得管道：募款。

►►使用項目：併入運用財產。使用項目：併入運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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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財源基金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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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項目事業計畫項目

事業名稱事業名稱。。

事業期限事業期限。。

事業目的事業目的。。

事業內容事業內容：：
補助對象補助對象。。

補助經費補助經費。。

補助率補助率。。

補助上限補助上限。。

申請方法與申請窗口申請方法與申請窗口。。

作業作業（撥款）（撥款）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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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基金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基金

設立日期：設立日期：19951995年年44月月11日日。。

設立者：兵庫縣與神戶市設立者：兵庫縣與神戶市。。

基金規模基金規模：：

基本財産：基本財産：200200億億圓。圓。

運用財産：運用財産：88，，800800億圓。億圓。

事業計畫：事業計畫：113113項項

住宅對策事業：住宅對策事業：3333項項 産業對策事業：産業對策事業：3333項項

生活對策事業：生活對策事業：3232項項 教育對策事業：教育對策事業：1111項項

其他總合復興對策事業：其他總合復興對策事業：44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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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縣中越地震復興基金新潟縣中越地震復興基金
設立日期：設立日期：20052005年年33月月~2015~2015年年22月，為期月，為期1010年。年。

設立者：新潟縣。設立者：新潟縣。

基金規模基金規模：：
基本財産：基本財産：5500億億圓。圓。

運用財産：運用財産：3,0003,000億圓。億圓。

取崩型財産：取崩型財産：5454億億1,8821,882萬圓。萬圓。

事業計畫：事業計畫：124124項項
生活對策事業：生活對策事業：3434項項 住宅對策事業：住宅對策事業：1717項項

僱用對策事業：僱用對策事業：77項項 産業對策事業：産業對策事業：1616項項

農林水産業対策事業計畫：農林水産業対策事業計畫：3131項項

觀光對策事業：觀光對策事業：22項項 教育文化對策事業：教育文化對策事業：77項項

記錄廣播對策事業：記錄廣播對策事業：22項項 地域復興支援事業：地域復興支援事業：66項項

二重被災者緊急対策事業：二重被災者緊急対策事業：22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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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灣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我們還停留在災，我們還停留在災
後口水多過雨水的時代，因為我們還後口水多過雨水的時代，因為我們還
沒有學會善意面對災難。沒有學會善意面對災難。

在減災、防災，與老天爺討價還價之在減災、防災，與老天爺討價還價之
餘，我們的災後復原機制在哪裡？餘，我們的災後復原機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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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I PART VI 
NGONGO StrategyStrategy



79

在行動之前在行動之前…………

時間向度：時間向度：

►►救災的熱情救災的熱情投入。（投入。（11－－100100天）天）

►►安置的繁瑣負擔。（安置的繁瑣負擔。（33個月個月－－22年）年）

►►重建的續航力道。（重建的續航力道。（22年年－－88年，甚至年，甚至1010年）年）

機構使命：機構使命：

►►自我的評估。自我的評估。

►►在地的角度在地的角度。。

►►恰當的參與。恰當的參與。

►►進退的時機。進退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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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不願意有災難我們都不願意有災難

但災難卻已經發生但災難卻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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