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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行政院重建會 

案由：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將於 103 年 8

月 29 日屆滿，未及執行計畫與工作辦理情形及屆期

後法規、預算適用研處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 

一、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特別條例）第

30條：「本條 例自公布日施行，適用期間為三年。本條

例施行期滿未及執行部分，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核定酌

予延長，延長期間最多以二年為限。」。 

二、 特別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本條例施行期間屆滿，未

完成計畫部分所需經費，應循年度總預算辦理。」。 

三、 特別條例施行期滿日：101年8月29日。 

四、 101年5月16日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行政院重建會）第29次委員會議決議，略

以：為持續照顧居民的產業、就業等生活與生計，達到

安居樂業的目標，所提特別條例施行3年期滿未及執行

計畫與工作，原則同意酌予延長，延長期間最多以2年

為限，請依程序報行政院核定。行政院爰以101年8月14

日院臺建1010140685號函核定行政院重建會所提「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滿未及執行計畫與工

作」，經各部會檢視及行政院重建會研商討論，共計66
項，經費共計64.21億元，占特別預算3年累計分配數

1,029.76億元之6.24%。 

五、 未及執行計畫與工作定義與範圍： 

（一） 特別條例施行期滿未及執行部分，為特別條例施行

期滿日101年8月29日前，包括：仍需有特別條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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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排除一般法規限制之計畫與工作及其預算經

費，以及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之計畫與工作及

其預算經費，以上兩種類型均需經行政院核定，才

得予以延長期程。未及執行部分，經行政院核定

後，其預算執行，依會計年度得繼續執行至決算日

101年12月31日止，後續預算執行若超過101年，依

法定程序申請辦理預算保留作業。 
（二） 至於重建3年期程屆滿，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

契約責任之計畫與工作及其預算經費，或依特別條

例訂定法規，經主管機關核定或依其法規，授權承

辦機構與申請人訂定契約關係，依該等法規由政府

補貼承辦機構之遞延支付（以上均含執行該項計畫

與工作所需相關行政作業經費）。其預算執行，依

會計年度得繼續執行至決算日101年12月31日止，

後續預算執行若超過101年，依法定程序申請辦理

預算保留作業。 
（三） 特別條例施行期滿，未及執行計畫與工作，經行政

院核定，得延長最多以2年為限，其延長期間，特

別條例仍有效適用。非經行政院核定為未及執行之

計畫與工作，均不得再適用特別條例相關法規。 
六、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將於 103年 8 月 29日屆滿，為預先

因應各項未及執行計畫及工作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條例延長期間施行期滿後可能遭遇之問題，本會於

103 年 2 月 27 日召開研商會議，邀集相關單位檢視 66

項未及執行計畫及工作辦理情形，可歸納以下類型： 

（一） 已結案或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關係且執

行情況正常者，計 5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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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關係，惟契約關係可

能產生變更者，如下表項次 1藍色字體所示，計 1

項。 

（三） 目前未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關係，如下表項

次 2~8紅色字體所示，計 7項。 

項

次 案由 主辦機關 
中央主

管部會 
辦理情形 

1 轆子腳三期「文化觀光

藝術館」 

(莫拉克颱風災後遷村

原鄉部落再利用及傳

統文化地景重現實施

計畫項下) 

嘉義縣政

府 

原民會 本案預算金額 4,480萬元，因履約進度

嚴重落後，嘉義縣政府於 103年 3月 11

日召開解約評估會議討論，決議仍由原

承攬廠商持續施作，並每周由民政處處

長召開會議加強管控進度，提出以 103

年 4月 30日作為停損管控點，倘無法達

成即辦理解約。 

2 高雄市政府辦理高雄

市月眉農場大愛園區

污水處理廠(第二期) 

興建工程(重新發包) 

高雄市政

府 

內政部 本案預算金額為 3,562萬 5,000元，高

雄市政府水利局於 103年 3月 20日第一

次上網公告，預計 103 年 4月 3日開標， 

103年 10月 31日完工結案。 

3 永久屋基地內由地方

政府及民間團體合作

興建之宗教設施。 

各地方政

府 

內政部 高雄市政府表示，宗教設施募款情況

差，包括妙禪寺及重生教會及白雲寺，

有的募款困難、有的尚在找尋適當建築

師事務所階段，依市府與各宗教團體興

建協議書規定，應於期限內完成募款、

取得建照並動工興建，將函請各宗教團

體於期限內積極趕辦，以符協議書規定。 

4 經濟部補助「金帥飯

店」企業預計申請

5,000萬元資本性（補

貼 3年）及 1,000萬元

週轉金（補貼 1年）支

出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經濟部 台東知本金帥旅社申貸莫拉克颱風受災

企業復工營業貸款，迄未向承貸金融機

構提出復工營業計畫書，遲未動用利息

補貼，致衍生預算保留、動用期限、機

關預算執行、業者權益維護等相關事

項，擬提後續處理辦法。據中小企業處

說明-金帥飯店迄今尚在與台東縣政府

進行國賠訴訟，目前勝訴，但還在上訴

中，且因尚未提送營運計畫給其往來銀

行(華南銀行)故尚未動支補貼金。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已辦理年度預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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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由 主辦機關 
中央主

管部會 
辦理情形 

5 屏東縣枋寮鄉番仔崙

養殖漁業生產區海水

供水工程 

屏東縣政

府 

農委會 1. 本案第一期工程經費約為 1.2 億元，

其中支用莫拉克特別預算 3,500 萬

元，已於 102 年辦理保留，由農委會

漁業署補助屏東縣政府辦理設計及監

造工作 
2. 本案業於 103年 1月 22 日召開地方說

明會、103 年 3 月上旬提送基本設計

並依程序進行審查、103 年 5 月上旬

完成細部設計工作；另依據該府承辦

人表示工程位置涉及國有財產署及林

務局土地（保安林地），相關土地協調

事宜將於 103 年 8 月 27 日前完成，並

完成工程上網發包等事宜，預計於

105 年底完工。 

6 原民會補助山美

Saviki社區集會所興

建、內裝工程、土地徵

收、營運管理計畫 

嘉義縣政

府 

原民會 本案預算金額 789萬元，於 3月 26日第

3次招標作業開標。 

7 原民會補助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區原住民

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

彙重現第二期計畫（來

吉永久屋基地、寶山永

久屋基地） 

嘉義縣政

府 

高雄市政

府 

原民會 來吉永久屋、寶山永久屋基地預計於 103

年 8月完工，完工入住後方能執行文化

語彙計畫。 

 

8 莫拉克颱風災後遷村

原鄉部落再利用及傳

統文化地景重現實施

計畫 

各縣市政

府 

原民會 1. 本計畫於 101年 12月 27日核定辦理，

預算經費計 1億 3,980萬元，截至目

前，已補助嘉義縣阿里山觀光文化藝

術館 4,480萬元(項次 1)。 

2. 行政院原民會已辦理 2場次計畫說明

會，並委外成立陪伴團隊，刻正協助

部落成立部落公約。 

3. 依本計畫執行流程及方式，行政院原

民會執行目前處於第一階段委託輔導

團隊進駐，後續二階段地方政府行政

作業協助、文化地景重現營造等皆尚

未執行，惟本計畫意旨係先確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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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開 2 月 27 日「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

滿未及執行計畫與工作」辦理進度檢討及施行期滿後法

規適用問題研處會議會議結論如下： 
（一）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延長期間於 103 年 8 月

29 日屆滿，請各計畫及工作之中央主管部會督促主辦

機關務於 103 年 8 月 29 日前，積極趕辦各項未完成

之計畫與工作。 
（二） 各項計畫及工作屬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屆滿前已發生

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者，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屆

滿後，計畫依契約繼續執行，原案預算執行依法定程

序申請辦理預算保留作業。 
（三） 各項計畫及工作屬無法於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屆滿前

發生契約責任者，將於 103 年 8 月 30 日起回歸各單

位本於權責依現行相關法規、預算作業辦理，不再適

用特別條例，亦不得再運用特別預算。 
（四） 各項計畫若有未能於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屆滿前發生

契約責任之虞者，請各主辦單位預為因應，並衡酌提

醒相關單位其權益，妥善溝通。 
八、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延長期間屆滿後，未

及執行計畫與工作之法規、預算適用研處情形，依前項

結論辦理，並摘要納入委員會總結報告，報請 

鑒詧 

 

生活及建築公約共識、與地方政府研

訂部落自治管理契約後，再行辦理後

續部落建築減量、文化地景重現等相

關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