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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人：內政部營建署陳繼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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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緣起

 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執行成效

 遭遇困難與創新突破作為



壹、緣起
98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
 災害範圍廣大：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
 災損狀況嚴重：山區原居地蒙受重大損害、多條主要道路中斷
 自然環境改變：原居住區域地質變的不穩定與不安全



壹、緣起

為保障人民生命權，政府迅即採取相關作為：

 根據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啟動緊急收容。

 研擬推動災民短中長期安置措施，於98年8月21日提
出莫拉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包括：

 自行租屋

 自行購屋

 政府安置（含興建臨時住宅、運用現有營舍、校舍
及其他閒置公有建築物安置以及興建永久屋）



緊急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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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壹、緣起
 政府安置政策：以永久屋為優先、組合屋為輔

 921地震經驗顯示一般住宅融資對於經濟弱勢成效
有限

 組合屋居住品質不佳及拆除後建材管理問題

 本部於98年8月25日召開會議確立政府與民間協力
造屋方式，即由政府提供土地及簡化相關行政程序
，交由慈善團體認養興建永久屋。

 編列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本部營建署迅即編列家園重建特別預算，包括劃設
先期規劃作業、徵收補償費、公共設施工程費…等

 總計55億1,540萬元。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1. 確立安置對象-須經過地方政府審查符合資格後核發證明

 災區房屋毀損戶、

 永久屋基地範圍內拆遷戶

 劃定特定區域之遷居遷村戶

 重建會核定為安全堪虞地區之遷居戶

未接受政府安置並暫時留在原居住地之居民，於災害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地方政府應限制居住，並暫時強
制撤離居民至安全地點。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2. 訂定法規簡化土地變更行政程序

考量：一般開發案涉及土地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
持時，平均需耗時1至3年始能完成土地變更進入工程階段

作法：

 重建特別條例授權訂定子法
 訂頒「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
 透過簡化計畫審查程序、環境保育對策取代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併行或聯席審查，在兼顧環保
、水保安全下，縮短各階段行政作業所需時間，使
永久屋基地及早進入工程階段。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3. 永久屋基地勘選

 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

 由地方政府、受災聚落、原民會提報可行地點

 本部營建署協助進行環境敏感適宜性分析

 邀請專家學者至現場初勘

 最後由地方政府綜合評估確認永久屋基地安全性，並
與接受安置之受災居民協調確定基地區位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4. 媒合民間援建團體

 於勘選階段，政府同步媒合有意願協助興建永久屋之
民間援建團體，加速重建腳步。

 重建初期因地方人力多投入於災後搶救或臨時安置工
作，本部於98年8月25日召開會議先就當時已確定之
永久屋基地媒合援建團體。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5. 永久屋基地土地使用變更

 規劃書件製作，包括基地開發計畫、環境保育對
策、水土保持計畫等，因災後重建初期地方人力
有限，營建署代為委託專業工程顧問公司辦理，
後期則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由營建署補助經費

 永久屋基地土地取得，公有土地由地方政府撥用
，私有土地則辦理一般徵收。另為利工程及早進
行，撥用前可先透過原土地所有機關出具土地先
行使用同意書而提早進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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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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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6. 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興建

 區外維生設施：永久屋基地區外維生設施如自來
水、電力、電信等各項公共設施，由各中央主管
機關負責

 區內公共設施：原則上協調援建團體負擔，若援
建團體無法負擔，則協商援建團體負擔51%、政
府負擔49%以下；倘援建團體無意願，則全數由
政府負擔。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7. 訂定政府、民間援建團體及接受安置居民協議書規範

 因永久屋係無償贈與給受災戶，但土地僅提供使用權
，目的是希望接受安置之受災戶在獲得永久屋後不再
回到原居住地定居生活原居地僅從事原有農耕活動，
為確認上開政府、民間援建團體與接受安置災民之相
關權利義務，政府訂有下列契約：

－「○○縣（市）政府、○○（機構名稱）合作興
建房屋安置災民協議書參考範本」

－「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參考
範本」



貳、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

8. 規範永久屋坪型

 為使社會資源充分發揮效益，避免空間閒置及不同安置
基地居民之比較心理，訂定永久屋坪型基本設計原則為
14坪、28坪、34坪，提供援建團體興建永久屋參據

 為使永久屋核配具公平性，以戶為單位，依居住人口數
（2人以下配住14坪，3-5人配住28坪，6-10人配住34
坪，以10人為單元類推），但原有合法自有房屋大於
分配坪數時，則從寬認定調整分配坪數，惟仍以每戶
34坪為上限，授與一定彈性。



參、執行成效
－永久屋基地總計42處，包括：南投縣4處、嘉義縣8處、雲
林縣1處、臺南市1處、高雄市7處、屏東縣14處、臺東縣7
處。

－截至103年1月底止，已完成40處永久屋基地、3,481間永久
屋興建，僅餘嘉義縣152林班地及高雄市寶山基地等合計65
間永久屋由於基地勘選及安全評估作業耗時較長，尚未完成
，目前由臺灣世界展望會擔任民間援建團體。

慈濟

基金會

紅十字會 世界

展望會

法鼓山

基金會

張榮發

基金會

長老教會

基地數 7處 17處 12處 3處 1處 -

永久屋
戶數

1,268間 1,356間 738間 65間 18間 36間



參、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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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遭遇困難與創新突破作為

遭遇困難：接受安置災民意願協調不易、所需時間冗長

 莫拉克颱風之住宅重建政策以永久屋為主、組合屋為
輔，其目的係在加快重建速度、一次到位，避免如九
二一震災時，組合屋管理上的問題與後續的拆遷問題

 然依據重建特別條例規定，家園重建安置須與原住居
者諮商取得共識，然災民在對自身未來無法有足夠時
間思考與決定之情形下，產生政府與受災居民因缺乏
充分溝通謀取共識，使後續推動永久屋安置作業上容
易造成受災居民有被迫離開原居住地的反彈心理。



肆、遭遇困難與創新突破作為
創新突破作為：
（１）充分結合非政府組織力量，創立協力造屋模式

 透過慈善團體之善款資源可不受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範，達到加速永久屋興建之成效。

 在慈善團體與政府協力下，莫拉克災後半年即完成
大愛園區永久屋611間，而921震災由政府蓋屋出售
（南投茄苳社區）60間須3年，協力造屋更有效率。

（2）簡化土地使用變更程序，加速重建腳步
 依據特別條例之授權訂定相關法規，簡化土地變更

程序、環境保育對策取代環評、水保計畫併行或聯
席審查，在兼顧環境保育、水土保持安全等前提下
有效縮短土地使用變更。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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