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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大地震重創中台灣，死亡 2,455 人、失蹤 50 人，房屋經判定全倒且領取慰助金
者有 50,644 戶，半倒者 53,317 戶（以門牌數統計，全倒 38,935 戶，半倒 45,320 戶）
。震災當日下午五時行政院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宣布「中央銀行提撥 1,000 億元，供銀
行辦理災民重建緊急融資」與「受災戶原有房屋擔保借款部分，本金展延 5 年，利率按
原貸放利率減四碼，利息展延六個月」等 15 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9 月 25 日總統依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為實施緊急之災害救助、災民安置及災後重建
需要，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而行政院為落實執行該緊急命令，經 10 月
21 日第二六五二次行政院會議決議通過「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緊急命令執行
要點」，作為推動災後緊急重建工作之依據。

低利貸款
依據 9 月 21 日召開之緊急應變會議，中央銀行於 9 月 22 日宣布提撥郵政儲金轉
存款及其他轉存款共新台幣 1,000 億元，供銀行辦理 921 地震災民購屋、住宅重建及修
繕等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並為執行緊急命令第二點規定，於 1999 年 10 月 15 日
公布「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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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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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規定
，承貸銀行辦理緊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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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貸款額度、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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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年率 3%；修繕貸款每戶最高一百五十萬元，固定
年率 3%。
（三）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貸款期限最長二十年，貸款本金及貸款期間全部利息
自第四年起平均攤還。
其中，購屋及住宅重建貸款額度逾 150 萬元之部分，固定年率自 2003 年 3 月 1 日
起由原定 3%調降為 2%。等到郵政儲金一年期機動利率回升至年率 5.35%，自行調整為
3%。修繕貸款利率亦自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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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郵政儲金匯業局撥存承貸銀行之利率，則按郵匯局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機
動調整。故中央銀行視承貸銀行辦理緊急融資之資金成本為郵儲一年期利率，其與貸款
利率之差額，則由中央銀行編列預算補貼。雖利率差額之補貼對象為受災戶，但承貸銀
行可以收取相當於郵儲一年期利率。若承貸銀行係以自有資金辦理貸款，則中央銀
行之補貼方式皆比照使用郵政儲金者。此外，中央銀行並對承貸銀行補貼 1%手續費，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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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50~350 萬元部分
中央銀行補貼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與災戶負擔利率之差。以 2008 年 5 月郵儲一年
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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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信用保證
除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外，為協助 921 震災社區或集合式住宅受災戶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設立之都市更新團體，取得更新貸款，並為協助無法提供足額
擔保品之 921 震災弱勢災民，取得重建家園貸款，以及為提高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意願
，依行政院 2000 年 3 月 15 日台八十九內字第○七五五二號函及 2001 年度中央政府 921
震災災後重建第二期特別預算，由財團法人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及財政部分別捐贈 10
億與 8 億專款，交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分別設置專戶運用及管理。
依據「921 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處理要點」，信用保證貸款之對象
為：
（一）921 震災社區或集合式住宅受災戶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設立之都市
更新團體。
（二）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之 921 震災弱勢災民。
信用保證貸款之類別、額度、期限及保證成數，分別為：
（一）類別：弱勢災民部分，包括修繕貸款、重建貸款、購屋貸款；都市更新團體
部分，為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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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
之貸款。
（二）額度：弱勢災民修繕貸款每戶最高 150 萬元，重建及購屋貸款每戶最高 350
萬元；都市更新團體之信用保證貸款額度，以不願意或不能參與都市更新受
災戶原應負擔之都市更新費用為限，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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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為準。
（三）期限：以承貸金融機構核定之貸款攤還期限為準。但弱勢災民信用保證貸款
最長不得超過 20 年；都市更新團體信用保證貸款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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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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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緊急命令」之施行期限至 2000 年 3 月 24 日止，為因應震災之救助、安置工
作告一段落後，使各級政府在推動災後重建工作上有明確之原則可資遵循，政府除進一
步提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外，又鑑於災後重建工作所牽涉之層面甚廣，為求災
後重建工作之完善，決定透過系列立法之方式，增、修現行法制，以利重建工作之推動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參考日本在 1995 年 1 月 17 日發生阪神大地震後，於三個月
內完成制定「受災地區復建振興特別措施法」之立法精神及阪神實施重建之情形，制定
任務性與限時性之特別法「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舊貸爭議
「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立法期間，各界所提出對照版本有涉及毀損房屋賠償與
住宅重建者，以民主進步黨之「七折八扣」條款與 921 大地震受災戶聯盟之「代位求償
」條款較為引人注目。前者主張政府應成立共同基金，針對集合住宅、公寓大樓或其他
非單一土地所有權人之房屋，按 921 地震發生前之市場價格百分之七十予以承購，若屬
自行重建者，則受災戶購屋貸款未償還之部分以百分之八十計算，其餘未償還部分之百
分之二十，則由承辦貸款機構承受；後者則主張政府由災後重建特別預算與 921 災款中
提撥財源，先賠償受災戶住宅重建或修繕補強之工程款，再承接受災戶之民事求償權與
國家賠償權，繼續向建商、營造商、建築師、各種專業技師、監工、違法失職公務人員
追償。
這兩項建議，經過協商後轉化增列成為 2000 年 2 月 3 日公布之「921 震災重建暫行
條例」第五十三條與第五十四條條文：

第五十三條 災區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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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償原貸款債務。金融機構承受該房屋及土地者，得在緊急命
令第二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範圍內予以補助之。但已供緊急融資貸款
設定抵押者，不適用之。
金融機構承購、處置前項之房屋或土地，不受銀行法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六條規
定之限制。
第一項補助之範圍、方式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四條 災區居民因震災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及其土地之原購屋貸款，得
先依緊急命令第二點相關規定之優惠貸款額度範圍內，予以利息補貼，如有餘額
仍得適用緊急命令第二點相關規定。

至於震災後第一時間公告之「本金展延 5 年，利率按原貸放利率減四碼，利息展延
3

臺灣 921 災後貸款機制演變

六個月」措施，也於「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中予以法制化：

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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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退一步
依據條文內容來看，「七折八扣」與「代位求償」條款經過協商後獲得突破者，僅
在於將震損房屋及其土地之原購屋貸款餘額納入重建家園融資貸款之一環，受災戶可將
重建融資貸款額度 350 萬元用來重建或新購，或部分（全部）用來申請金融機構承受其
因震災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或房屋及其土地，以清償原貸款債務，或部分（全部）
套用於震損房屋及其土地之原購屋貸款，申請補貼利息。至於優先適用原購屋貸款餘額
或新購、重建貸款？以總額不超過 350 萬元為限，允許在總額內選擇分配適用，並規定
選擇後即不得更換。這是受災戶、金融機構與政府各退一步下不滿意，但相當程度符合
社會公平正義之「共識」。畢竟要求金融機構全數概括承受受災戶舊有貸款，對私有化
之金融機構確有難以面對股東權益之處，相對於未舉債或已清償債務者而言也形成相對
不公平。
其中，「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部分，災區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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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償原貸款債務。
換言之，是否承受震災毀損之房屋及其土地，主導權在原貸款金融機構。一旦金融機構
願意承受該房屋及土地，則可依中央銀行業務局公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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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緊急命令第二點相關規定之緊急融資利息補貼
範圍內申請補助，其補助之範圍如下：
（一）原貸款餘額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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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計算之利息補助之；逾 200 萬元至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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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補助之。
（二）補助期限為原貸款之剩餘年限加 5 年。但最長以 20 年為限。
若舊貸款協議承受不被原貸款金融機構，舊貸款之處理就只剩下「921 震災重建暫
行條例」第五十四條可以援用，惟可用程度加上重建或重購貸款，可優惠之額度仍在三
百五十萬元之範圍內。

關鍵所在
幾年下來，在不滿意之「共識」下，政策上提供之種種優惠與保全措施，但災民能
否順利取得優惠貸款，或申請金融機構同意承受舊貸款，除了個人之信用因素外，金融
機構仍是其中之關鍵，或許這是台灣金融機構逐漸自由化後不得不面對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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