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內政部（營建署）

99 年 2 月 9 日

莫拉克颱風永久屋安置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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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永久屋安置需求評估

參、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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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永久屋推動情形



永久屋選址



 經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協助縣市政府辦理
初勘作業，自98年8月至
99年1月底止，已會勘
117處，經現勘篩選出63
處評估適宜基地，扣除
已作為安置用地及縣市
政府建議扣除部分，目
前計有43處可供各縣市
納為災民安置候選基地。

縣市 適宜基地

屏東縣 19處

高雄縣 8處

臺東縣 4處

臺南縣 1處

嘉義縣 6處

南投縣 4處

雲林縣 1處

總計 43處

永久屋選址



永久屋安置需求評估

特定區域：已劃定34處。
98年：台東縣大竹、嘉蘭、富山部落，屏東縣高士及中間

路部落，共計5處。
99年1月13日：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第5次會議，核

定高雄縣六龜鄉、甲仙鄉及杉林鄉等計19處。
99年1月27日：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第6次會議，核

定嘉義縣阿里山鄉計8處、屏東縣霧台鄉計1處及高雄縣六
龜鄉1處，共計10處。

安全勘虞地區：已核定64處。
99年1月27日：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第6次會議，核

定屏東縣霧台鄉、瑪家鄉、滿洲鄉、來義鄉、泰武鄉、三
地門鄉計15處、高雄縣桃源鄉計14處、嘉義縣梅山鄉、番
路鄉計14處、台南縣東山鄉、玉井鄉計4處、台東縣大武鄉、
太麻里鄉計2處、南投縣信義鄉、水里鄉計5處、雲林縣古
坑鄉10處，共計64處。

－特定區域劃定及安全堪虞地區審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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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核發房屋毀損證明
•彙造受災戶名冊
•受災戶入住永久屋意願調查
(含永久屋規劃說明會)

安置用地上之
原居住拆遷戶

房屋毀損戶

安置對象

•安置用地勘選會勘初步擇定15處
基地(43處候選)

•進行安置用地開發規劃、
土地變更作業及徵收/撥用作業

•進行遷村戶安置意願調查與造冊

•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劃定特定區域作業
•進行部落說明會、協商,凝聚共識
•核發遷村(居)戶證明,進行後續安置

現行推動措施

安全堪虞地區
遷居、遷村戶

特定區域之
遷村.遷居戶

•確定永久屋需求
•公共設施施作
•永久屋規劃.設計與施工

(地方政府)

永久屋安置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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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受理永久屋申請暨審查進度

目前受理永久屋申請1239戶，已核發配住資格方數
為886戶(99.2.6)。

永久屋安置需求評估

合計 高雄
縣

屏東
縣

台東
縣

南投
縣

嘉義
縣

台南
縣

雲林
縣

台南
市

申請數 1239 671 221 112 55 178 0 2 0

核可數 797 500 221 73 48 42 0 2 0



目前各縣市政府安置需求之統計結果(至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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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安置需求評估

縣市別 預計需求戶數 公告特定區或安全堪虞地區處數 已進行規劃之安
置戶數

尚未安置戶數

高雄縣 1990戶(以戶
籍戶數暫估)

20處特定區、14處安全堪虞地區 1630戶 -360戶

屏東縣 1813戶 3處特定區、15處安全堪虞地區 575戶 -1238戶

台東縣 224戶 3處特定區、2處安全堪虞地區 83戶 -141戶

嘉義縣 464戶 8處特定區、14處安全堪虞地區 430戶 -34戶

台南縣 58戶 4處安全堪虞地區 58戶 0戶

南投縣 230戶 5處安全堪虞地區 18戶 -212戶

雲林縣 84戶 10處安全堪虞地區 0戶 -84戶

總計 4863戶 34處特定區，64處安全堪虞 2794戶 -2069戶

註：上開數字為縣市政府自行暫估數，另重建會已於99年1月25日函請各縣市政府於99年2月12
日前完成住(居)民之遷居(村)或原住居住調查，故正確數據仍應依各縣市政府函報資料為準。

經洽縣市政府窗口，目前暫估安置需求戶數有4863戶，現行已規劃之安
置用地計15處，可供安置2794戶，尚未安置戶數計有2069戶。



作業項目 第30天 第60天 第90天 第120天 第150天 第180天 備註

縣府確定安置意願

土地使用規劃 30天

土地變更審查 30天

土
地
取
得

提送徵收計畫書

徵收委員會 15天

徵收公告

公告期間(30天) 法定時間

發價(15天) 法定時間

土地變更登記 約5天

雜照、建照 約1週

完工 3-6個月

長期安置住宅作業─私地須辦理土地徵收作業：行政作
業總計需4.5個月，完工則需7.5至10.5個月。

←開發計畫許可時，同時提送

←屬山坡地範圍者，需另擬水保計畫

←徵收計畫審議時程

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審查完竣同時公告



作業項目 第30天 第60天 第90天 第120天 第150天 第180天 備註

縣府確定安置意願

土地使用規劃 30天

土地變更審查 30天

土
地
取
得

審核陳報核准撥用
及移轉登記

15天

土地變更登記 約5天

雜照、建照 約1週

完工 3-6個月

←屬山坡地範圍者，需另擬水保計畫

長期安置住宅作業─公地須辦理撥用：行政作業總計需3
個月，完工則需6.5至9.5個月。

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15處永久屋興建基地

縣市 類型 安置地點 面積 戶數 預定完工 認養單位

南投縣 2 水里林務局
閒置宿舍

0.25 18 99.07.15 張榮發基
金會

嘉義縣

2 轆子腳 3.67 120 99.07.15 紅十字會

2 大埔事業區
231林班地

3 60 99.07.30 紅十字會

2 大埔事業區
185林班地

3.7 55 99.07.30 紅十字會

2 阿里山事業
區152林班地

6 150 99.07.30 紅十字會

2 竹崎鄉公園
段

1.64 45 99.9.30 紅十字會

台南縣 3 芒果蒸熱場 1.81 58 99.07.30 慈濟
合計 15處 121.7 2,794

註：安置類型：１離災不離村 ２離災不離鄉 3離災不離縣

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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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處永久屋興建基地

縣市 類型 安置地點 面積 戶數 預定完工 認養單位

高雄縣
3 月眉農場 59.5 1,540 99.01.31 慈濟

3 五里埔 5.8 90 99.07.30 紅十字會

屏東縣

2,3 瑪家農場 27.81 483 99.10.30 世展會

1 25林班地 3 45 99.07.15 世展會

1 舊高士部落 3 47 99.07.15 世展會

台東縣

2 德其段 0.36 22 99.05.30 世展會

2 賓茂國中 1.4 30 99.06.30 世展會

2 舊大武國小 0.79 31 99.06.30 世展會
合計 15處 121.7 2,794
註：安置類型：１離災不離村 ２離災不離鄉 3離災不離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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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上開15處除屏東縣瑪家農場因道路、排水、汙水管線施
作期程無法縮短，故全區完工日期預計延至99年10月30
日及嘉義縣竹崎鄉公園段因該府提報時間較晚，而都市
計畫變更所需之法定期間(例如書圖製作、公展、審議、
公告)無法縮短，故完工日期預計延至99年9月30日，其
餘13案皆已要求於99年7月30日前完工。

 另有關上開34處特定區域及64處安全堪虞地區，重建會
已函請各縣市政府於99年2月12日函報永久屋安置需求
戶數及預定安置地點，本部另於99年2月2日召開之莫拉
克進度協調會上要求縣市政府一併函報規劃面積、認養
團體等資料至本部營建署，惟上開需求提報時間已是2
月中旬，未來個案之完工時間勢無法如期於99年7月30
日完成，建請納為第2階段完工入住列管案件。

永久屋興建期程規劃



高雄縣杉林鄉慈濟大愛園區及周邊相關重建計畫規
劃

月眉農場
共165.03公頃

甲仙鄉小林村組合
屋安置地7.8公頃

鴻海生機農場預
定地60公頃

慈濟「月眉農場」永
久屋安置用地60公頃

安置高雄縣甲仙鄉、桃源鄉、茂林鄉、六龜鄉等災民。
中密度方式規劃。配置住宅社區、道路、公園、廣場、
小學、社區中心（含教育、文化、醫療、商業等設施）

永久屋推動情形



建築規劃圖

觀音山

小學

杉
林
國
中

南側原民區

北側漢民區

社區中心
行政中心
避難中心

永久屋推動情形



1. 委託規劃：98年9月8日(委託中興顧問公司)

2. 分區變更開發許可：98年10月23日(一般法令環境

下需2.5年)

3. 完成徵收作業：98年11月25日

4. 認養興建單位：慈濟基金會

5. 永久屋重建目標：

第1期興建628戶(99.2.10，建築執照核定數)

第2期438戶（99.6月汛期前)

第3期434戶(配合安置需要)

永久屋推動情形



永久屋興建進度

（截至2月2日）

 裝修工程126棟（252戶）

 結構工程57棟（114戶）

 基礎工程60棟（120戶）

 已完成154棟（308戶）

 慈濟基金會正積極趕工中可望於
99年2月10日完成604戶住宅，如
期完成安遷入住的政策目標。

永久屋推動情形



永久屋-興建進度(續1)

委託規劃：98年9月28日

分區變更開發許可：98年12月2日
完成徵收作業：99年1月26日

認養興建單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永久屋重建目標：為使受災鄉親早日安遷入
住，第1期興建90戶，預計99年8月7日前完
成。後續配合安置需要得再徵收土地辦理第
2期開發作業。

五里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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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推動情形



永久屋-興建進度(續2)

委託規劃：98年9月23日

分區變更開發許可：98年12月18日
完成徵收作業：99年1月13日

認養興建單位：世界展望會
永久屋重建目標：為使受災鄉親早日安遷入
住，第1期興建351戶，預計99年10月30日前
完成。後續配合安置需要得再徵收土地辦理
第2期開發作業。

瑪家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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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推動情形



1.辦理「臺東縣太麻里都市計畫」變更：
98年9月2日辦理公開展覽
9月22日提報都委會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12月1日發布實施，預定於99年5月30日
完工

2.辦理「臺東縣大武都市計畫」變更：
98年10月8日辦理公開展覽
11月10日提報都委會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99年1月15日縣府發布實施，預定於99
年6月30日完工

台東大武(迅行
變更)示意圖

災後重建安置都市計畫區專案檢討

19

永久屋推動情形



 民間團體施工期程之不確定性：目前認養之民間團體皆表
示永久屋建築工程所需工期至少3-6個月，加上前置規劃、
審議許可、土地取得、建照核發等行政作業(如前開說明)，
則永久屋興建期程至少須6-10.5個月，除目前進行中之少
數個案外，實難於99年7月30日前完工。

 區內公共設施施工期程之不確定性：目前民間團體表示希
望由政府負擔區內公共設施經費，以屏東縣瑪家農場為例，
如由政府負責施作時，則因受限於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限
制，其完工時程由99年8月30日延至99年10月30日，拉長
了永久屋興建期程。

 目前劃定之34處特定區及64處安全堪虞地區，其安置需求
戶數與規劃安置地點仍由縣市政府諮商與調查中，本部將
俟其確認提報後，儘速辦理委辦規劃作業。

目前永久屋推動進度遭遇之困難



待裁示事項
 目前已進行之15處，除屏東縣瑪家農場因世界展望會提報中央協

助區內公共設施建設，故完工日期建議延99年10月30日，及嘉義

縣竹崎鄉公園段因嘉義縣政府於99年1月5日提報興建永久屋，涉

都市計畫變更，故完工日期建議延至99年9月30日，其餘13案則於

99年7月30日前完工。

 另有關99年1月27日劃定之34處特定區域及64處安全堪虞地區，重

建會已函請各縣市政府於99年2月12日函報永久屋安置需求戶數及

預定安置地點，因上開需求提報時間已是2月中旬，勢無法如期於

99年7月30日完成，建議納為第2階段完工入住列管案件，並俟縣

市政府確認提報相關安置需求後，由本部啟動協助辦理委辦規劃

作業，並請縣市政府依上開興建規劃時程原則提報個案控管進度，

後續建請由重建會專案督導控管進度，務使第2階段個案如期完工

入住。



臨時動議

有關永久屋安置用地區內公共設施興建經費
負擔主體應為何？



 本部於98年8月25日「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遷村」慈
善及社會團體認養相關事宜會議，就公共設施興闢之
權責部分，基地內由認養之民間團體負責設計興建，
基地外公共設施則由政府興建。

 本部並依據上開原則編列「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性安
置住宅計畫」，總預算55億1540萬元，其中「基地整
地及相關設施」編列4億5000萬元，以為適用。

 日前有認養之民間團體認為安置基地區內公共設施興
建經費應由政府負擔，惟以現行推動之「高雄縣杉林
鄉月眉農場」案、「高雄縣五里埔」案為例，所需整
地、排水經費約各需1.8億元、0.6億元，合計2.4億元。



 日前有認養之民間團體認為安置基地區內公共設施興
建經費應由政府負擔，惟以現行推動之「高雄縣杉林
鄉月眉農場」案、「高雄縣五里埔」案為例，所需整
地、排水經費約各需1.8億元、0.6億元，合計2.4億元。

 後續已進入規劃階段尚有「屏東縣牡丹鄉25林班地」、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舊部落」、「臺南縣玉井芒果蒸
熱場」案、「嘉義縣番路鄉轆子腳」案、「台東賓茂
國中」案等多處長期安置住宅開發作業，後續有關
「辦理永久性安置住宅整地、排水、聯外道路及相關
公共設施」作業，確有預算經費不足之虞。



 本部於98年12月18日召開「政府提供土地由慈善團體興建
房屋安置災民協議書」會議結論（二）：「住宅社區之基
地範圍內，依法劃設之道路、排水、污水系統…等公共設
施闢建，…，所需興建費用請縣（市）政府協調民間團體
民間單位個案辦理，原則上各民間團體倘無法出資興建之
基地內公共設施，由各縣（市）政府闢建；如仍有執行疑
義或困難，則請縣（市）政府擬具方案儘速依程序報行政
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核處。」。

 目前認養之民間團體仍建議安置基地區內公共設施興建經
費應由政府負擔，加上各縣市政府普遍表示在地方預算不
足情形下，有關區內公共設施興建費用勢必送由重建會核
處，惟在中央重建預算有限，恐造成爾後永久屋興建作業
推動之困難。



擬辦：

 重建會99年1月27日方核定34處特定區域、64處安全堪虞地
區，並函請各縣市政府於99年2月12日完成遷居(村)調查，
未來勢必產生更多永久屋安置需求，為兼顧後續受災戶之
權益及公平性及有效運用經費，有關永久屋興建個案尚未
簽定協議書者，應於協議書中明訂由民間團體負擔區內公
共設施興建費用，如該民間團體無法負擔區內公共設施經
費時，則應另覓有意願之民間團體負擔區內公共設施興建
費用並應儘速簽訂協議書；若確無法協調民間團體負擔時，
則請各縣（市）政府自行編列經費闢建。

 已動工者請儘速補簽訂協議書，區內公共設施興建經費分
擔方式請依前開原則辦理，如個案確無願意負擔經費之民
間團體等特殊情形者，再由縣(市)政府提重建會核處。



簡報結束

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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