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大陸善款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產業重建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30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4月 16日修訂 

一、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扶

植災後重建地區，有效運用大陸善款協助永久屋基地進行產

業重建，以補助方式鼓勵地方政府，主動辦理與莫拉克風災

永久屋基地之產業與文化重建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補助款來源為內政部函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

善款指定產業重建專款計新臺幣二千零四十七萬三千三百

六十九元整。 

三、 (一)大型永久屋基地 

本要點所補助對象以本會函發「永久屋安置基地家園重建資

源整合與推動方案」所定之五十戶以上永久屋基地所在之地

方政府，並須經基地工作圈之共識決同意後提出。 

(二)中小型永久屋基地 

本要點所補助對象以本會函發「永久屋安置基地家園重建資

源整合與推動方案」所定之未滿五十戶永久屋基地所在之地

方政府，並須經在地組織之共識決同意後提出。 

     

四、 依本要點補助之經費，應依各地方政府預算編列執行標準編

列，項目如下： 

(一) 永久屋基地產業與文化發展計畫之人才培訓、營運、生

產、行銷與推廣等相關事項。 



(二) 購置補助計畫之各項農特產及文創小型工作室之機械

設備(如電腦、桌椅、辦公設備、通訊與網路及生產設

備等)。 

(三) 提供永久屋基地發展之諮詢輔導、資源整合、教育訓練

等工作。 

(四) 辦理各項如文化祭典、社區劇場、產業技能培訓與農特

產品設計、行銷等事項。 

本補助項目不包括地方政府執行之人事費、差旅費與其他

相關之行政管理等費用。              

五、 補助金額： 

(一) 大型永久屋基地 

每一永久屋基地補助以不超過新台幣二百萬元為原則，

惟實際補助金額、項目得依經費編列及審查結果決定之。 

(二) 小型永久屋基地 

每一永久屋基地補助以不超過新台幣五十萬元為原則，

惟實際補助金額、項目得依經費編列及審查結果決定之。 

 

六、 申請與執行期間：本案採先送先審方式辦理，受理申請期間

為自本要點發布次日起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於專

款額度核定完畢止，執行期間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七、 申請補助，應備下列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計畫目標 

(二)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三) 預期成效 

(四) 執行進度及查核點 

(五) 人力配置及資源需求 

(六) 經費預算 

八、 申請補助案件由本會召開會議，共同就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

進行審查通過後，簽請執行長(或其代理人)核定辦理。  

九、 本會得經由工作圈會議或相關工作會議不定期考核補助單

位執行情形。 

十、 本會撥付受補助地方政府之款項應依法令及本會核定計畫

有效運用，並將原始憑證妥為蒐集保存，如有違反，本會得

收回全部或部份補助款，受補助地方政府不得異議。 

十一、 本會撥付之補助款項請各地方政府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並

依本會核定函規定於一個月內檢附收據及大陸善款納入預

算證明(核定補助總額)提報本會後一次撥付；並須於計畫結

束後製作成果報告，並於三個月內函送本會備查。 

十二、 同一補助案件同時受其他機關經費補助者，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書送審時製作收入來源明細表，並予以說明補助款補助

事項及運用情形。 

十三、 補助案件之審計查核，除本要點規定外，適用相關之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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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善款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產業重建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現 行 規 定 修 正 規 定 說 明 

一、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扶植災後重建地區，有效運

用大陸善款協助永久屋基地

進行產業重建，以補助方式鼓

勵地方政府，主動辦理與莫拉

克風災永久屋基地之產業與

文化重建相關事項，特訂定本

要點。  

一、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扶

植災後重建地區，有效運用大

陸善款協助永久屋基地進行產

業重建，以補助方式鼓勵地方

政府，主動辦理與莫拉克風災

永久屋基地之產業與文化重建

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 本補助款來源為內政部函轉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大

陸善款指定產業重建專款計

新臺幣二千零四十七萬三千

三百六十九元整。 

 

二、 本補助款來源為內政部函轉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善

款指定產業重建專款計新臺幣

二千零四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

九元整。 

 

 

 

本點未修正。 

三、 本要點所補助對象以本會函

發「永久屋安置基地家園重建

資源整合與推動方案」所定之

五十戶以上永久屋基地所在

之地方政府，並須經基地工作

圈之共識決同意後提出。 

 

三、 

(一)大型永久屋基地 

本要點所補助對象以本會函發「永

久屋安置基地家園重建資源整合與

推動方案」所定之五十戶以上永久

屋基地所在之地方政府，並須經基

地工作圈之共識決同意後提出。 

(二)中小型永久屋基地 

本要點所補助對象以本會函發「永

久屋安置基地家園重建資源整合與

推動方案」所定之未滿五十戶永久

屋基地所在之地方政府，並須經在

地組織之共識決同意後提出。 

 

 

 

 

為有效運用內政部函轉海基會
大陸善款指定產業重建專款，
協助未滿 50 戶之永久屋基地
進行產業與文化重建工作，特
修正本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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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本要點補助之經費，應依各

地方政府預算編列執行標準

編列，項目如下： 
(一)永久屋基地產業與文化發展計

畫之人才培訓、營運、生產、

行銷與推廣等相關事項。 
(二)購置補助計畫之各項農特產及

文創小型工作室之機械設備

(如電腦、桌椅、辦公設備、

通訊與網路及生產設備等)。 
(三)提供永久屋基地發展之諮詢輔

導、資源整合、教育訓練等工

作。 
(四)辦理各項如文化祭典、社區劇

場、產業技能培訓與農特產品

設計、行銷等事項。 
本補助項目不包括地方政府執行

之人事費、差旅費與其他相關之行

政管理等費用。  
 
   

四、依本要點補助之經費，應依各
地方政府預算編列執行標準編
列，項目如下： 

(一) 永久屋基地產業與文化發展計
畫之人才培訓、營運、生產、
行銷與推廣等相關事項。 

(二) 購置補助計畫之各項農特產及
文創小型工作室之機械設備
(如電腦、桌椅、辦公設備、通
訊與網路及生產設備等)。 

(三) 提供永久屋基地發展之諮詢輔
導、資源整合、教育訓練等工
作。 

(四) 補理各項如文化祭典、社 區劇
場、產業技能培訓與農特產品
設計、行銷等事項。 

本補助項目不包括地方政府執行之

人事費、差旅費與其他相關之行政

管理等費用。 
 

本點未修正。 

五、 補助金額：每一永久屋基地補

助以不超過新台幣二百萬元

為原則，惟實際補助金額、項

目得依經費編列及審查結果

決定之。 
 

五、補助金額： 
(一) 大型永久屋基地 

每一永久屋基地補助以不超過
新台幣二百萬元為原則，惟實
際補助金額、項目得依經費編
列及審查結果決定之。 

(二) 小型永久屋基地 
每一永久屋基地補助以不超過
新台幣五十萬元為原則，惟實
際補助金額、項目得依經費編
列及審查結果決定之。 
 
 

本案考量永久屋基地需求及實
際狀況，補助對象增加小型永
久屋基地。 

六、 申請與執行期間：本案採先送

先審方式辦理，受理申請期間

為自本要點發布次日起至九

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

於專款額度核定完畢止，執行

期間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六、申請與執行期間：本案採先送
先審方式辦理，受理申請期間
為自本要點發布次日起至一百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於專款
額度核定完畢止，執行期間至
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申請期限原訂為 99年 12月 31
日止延長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止或於專款額度核定完畢止，
原定執行期間為 100 年 12 月
31日止，考量時間彈性問題故
另訂執行期間延至 10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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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補助，應備下列資料，向

本會提出申請： 
(一) 計畫目標 
(二)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三) 預期成效 
(四) 執行進度及查核點 
(五) 人力配置及資源需求 
(六) 經費預算 

 

七、申請補助，應備下列資料，向

本會提出申請： 

(一) 計畫目標 
(二)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三) 預期成效 
(四) 執行進度及查核點 
(五) 人力配置及資源需求 
(六) 經費預算 

 

本點未修正。 

八、 申請補助案件由本會召開會

議，共同就計畫內容及補助金

額進行審查通過後，簽請執行

長(或其代理人)核定辦理。  
 

八、申請補助案件由本會召開會 
議，共同就計畫內容及補助金

額進行審查通過後，簽請執行

長(或其代理人)核定辦理。  
 

本點未修正。 

九、 本會得經由工作圈會議或不

定期考核補助單位執行情形。 
 

九、本會得經由工作圈會議或不定

期考核補助單位執行情形。 
 

本點未修正。 

十、 本會撥付受補助地方政府之 
款項應依法令及本會核定計畫

有效運用，並將原始憑證妥為

蒐集保存，如有違反，本會得

收回全部或部份補助款，受補

助地方政府不得異議。 

十、本會撥付受補助地方政府之 款
項應依法令及本會核定計畫有

效運用，並將原始憑證妥為蒐

集保存，如有違反，本會得收

回全部或部份補助款，受補助

地方政府不得異議。 
 

本點未修正。 

十一、本會撥付之補助款項請各地  
方政府以納入預算方式辦

理，並依本會核定函規定於

一個月內檢附收據及大陸善

款納入預算證明(核定補助

總額 )提報本會後一次撥

付；並須於計畫結束後製作

成果報告，並於三個月內函

送本會備查。 

十一、本會撥付之補助款項請各地  
方政府以納入預算方式辦

理，並依本會核定函規定於

一個月內檢附收據及大陸善

款納入預算證明(核定補助總

額)提報本會後一次撥付；並

須於計畫結束後製作成果報

告，並於三個月內函送本會

備查。 
 

本點未修正。 

十二、同一補助案件同時受其他機 
關經費補助者，受補助單位

應於計畫書送審時製作收入

來源明細表，並予以說明補

助款補助事項及運用情形。 

十二、同一補助案件同時受其他機 
關經費補助者，受補助單位

應於計畫書送審時製作收入

來源明細表，並予以說明補

助款補助事項及運用情形。 

本點未修正。 

十三、補助案件之審計查核，除本

要點規定外，適用相關之法

令規定。 

十三、補助案件之審計查核，除本

要點規定外，適用相關之法

令規定。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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