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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莫拉克災後重建的特色 

安全 
效率 
尊重 
創新 



              長治久安之作為 

 特別條例§1Ⅰ: 
 為安全、有效、迅速推動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工程，特制定本條例 
 災區安全堪慮，經諮商取得共識，得辦理

遷村遷居 
 遷村 (居) 社區基地之安全評估 
 公共設施 (水保、水利、橋隧等) 之高安全

避災能力標準 



    啟動各項作為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莫拉克啟動重建較921地震迅速 

項目 
921大地震 
(88.9.21) 

莫拉克颱風  
(98.8.8) 

暫行條例制定/修訂 
89.02.03/ 
89.11.29 

135天/ 
1年69天 

98.08.28 20天 

啟動重建會成立 88.09.27 6天 98.08.15 7天 

重建會辦公室掛牌 89.05.30 251天 98.09.12 28天 

移緩濟急 89.02.03 135天 98.08.28 20天 

特別預算審定 89.12.12 1年82天 98.11.10 94天 



    一次到位的安置 
 特別條例§ 20 、 §21 土地取得及開發；莫拉克颱風災民安

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13開發各項土地使用、建築管理、
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 水利得聯席審議以簡
化程序 

 以永久屋為政策主軸 
 汲取921經驗，一開始即以永久屋安置為主軸，避免中繼

屋耗費龐大經費與日久殘破所衍生的環境衛生及建築安
全及管理問題   

 88天完成601戶、2年完成近9成永久屋(2,946間) 
 －快速完成杉林月眉農場永久屋基地開發許可及用地變 
           更、土地徵收相關作業 
 －52天內協助慈濟基金會由遞件到取得建照 
 －501戶受災民眾在99.02.11農曆年前搬家入厝 



 特別條例§5Ⅰ，「重建計畫 內容應包含家園重建、設施
重建、產業重建、生活重建、文化重建，並應 遵循國土
保育與復育原則辦理。」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
綱要計畫」為上位計畫，作為災區重建工作的指導原則 

 

家園重建計畫 
(含生活及文化重建) 

98.12.30 
第9次委員會通過 

基礎設施重建計畫 
 

98.11.25 
第8次委員會通過 

產業重建計畫 
 

98.12.30 
第9次委員會通過 

地 區 重 建 計 畫 
•協調機關：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主辦機關：各災區之縣 (市) 政府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98.9.6重建會第3次委員會通過 

   自然與保育 



   自然與保育 
 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為上位計畫，作為災區重建工作的指導原則 

 處理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問題，以尊重態度與謹
慎的作為，順應自然取得平衡 

 從國土保育、山林養息來處理工程無法處理的問
題，人為結構物有其限度，避開可能超過保護
程度的災害，是永續安全生活的最好策略 

 考量環境敏感與適宜性、交通重要性、聚落情形、
每年汛期重複致災風險及復建經費等因素，分級
復建，達到有效預防災害再次發生的效果 



    遷居自主意願 

 重建特別條例§20Ⅱ: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

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
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
遷居、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 

 劃定特定區域係依法啟動，為安置與協助災民的
必要法定程序 

 尊重原居住者之意願，達成「對原居住者意願
均予尊重為諮商共識」之目的 



    部落組織文化 
 重建特別條例§ 20Ⅰ: 
 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 (部落) 

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推動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方案 
 避免部落切割或撕裂，解決部落無法取得永久屋

資格且有意願集體遷村者之需求 

 建築語彙及文化環境營造 
 － 提供石板及補助經費，協助居民以原有部落文

 化特色裝飾家屋 

 － 設置故事牆及原民部落設施，重現原居部落環
 境意象 



 特別條例§21以及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
及開發辦法§6政府結合民間興建安置住宅 

              家園重建合作模式 

擬定政策、編列預算、制定法
律、提供土地、簡化程序、媒
合資源、基地外公共設施興建
及協助 (特定區域劃設) 

中央 

永久屋資格審定、建管行政、
社區管理 

永久屋及基地內公共設施興建 

地方 

NGO 



    結合民間力量 
媒合….. 

6個慈善團體 
援建永久屋 

8個企業慈善 
團體參與校園 
重建 

18個單位參與產業 
重建 
                     ……and so on 



     點石成金 
 特別條例§24土石之填復、暫

置法令鬆綁 
 重建會並透過協調，善用疏

濬砂石 
 回填魚塭 
 疏濬砂石直接嘉惠農民，災

後石斑魚全面復養，99年石
斑魚出口值7,709萬美元，較
前一年成長80% 

 回填流失農地 
 完成442公頃，餘31公頃將在

確認經費後即刻啟動 

林邊佳冬石斑魚全面復養 

舊寮堤防農田回填 



               農地回填 
 堤岸復建與疏濬 
 －經濟部水利署進行

 疏濬、堤防或護岸
 興建工程時，逕以
 疏濬土石填復 

 －農委會及地方政府
 進行農地回填地區
 之農路及水路興建 

復耕地區 492公頃 
南投明德地區 22公頃 

台南善化地區 155公頃 

屏東高樹地區 50公頃 

臺東太麻里溪地區 215公頃 

臺東縣鹿野鄉和平段 20公頃 

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段 30公頃 

台南善化-稻米 臺東太麻里-釋迦 屏東高樹-火龍果 



              魚塭回填復養 
 疏濬砂石回填漁塭 
 突破土石採取法等規範限制

，協調國軍、經濟部水利署
及屏東縣政府辦理疏濬砂石
回填受災漁塭，將林邊溪疏
濬砂石捐助受災養殖漁民，
2010年6月完成93.2萬m3，估
計漁民節省7.4億元砂石費，
受益魚塭面積310.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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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六大新興產業 

 六大新興產業中的4項 
 觀光、綠色能源、精緻農業、文

化創意 

 在地產業 vs.六大新興產業 
 嘉義阿里山茶山有機雜糧 
 嘉義阿里山里佳部落觀星 
 高雄杉林永齡有機農場  
 屏東霧台鄉養生村 
 屏東林邊養水種電 
 台東嘉蘭部落文化觀光 
 etc… 



     推動重建的創新作為 

1. 安全、專業、尊重、效率 
2. 智慧手機，行動辦公室 
3. 走動式管理，衝至第一缐，處長、科長、科員均同 
4. 開放式辦公室，災民及組織均可蒞會 
5. Intranet發揮功能，每人知道執行長行程、溝通一條鞭；雲端
平台使執行長和所有同仁透明溝通，使理念及行動一致 

6. 以專業做第一時間決策 
7. 提振士氣 
8. 服務及尊重，無官僚之組織 
9. 重建會在第一線 
10.最多的新聞稿與及時記錄－截至103.5.22日(距98年8月8日1,748
天)發布1,894則新聞稿 



    推動重建的創新作為 

11.各部會派來英雄好漢，整合團隊，忘掉原部會，穿上重
建背心，重建尖兵。 

12.只要不違法，符合重建條例精神，就可做。 
13.和NGO及企業維持夥伴關係，不忘給予奬勵鼓舞；官員

、NGO、企業、社區、個人均有獎勵表揚。 
14.尊重並和社運及宗教團體維持友好關係，由敵意反對到夥

伴。尊重媒體(88News) ，藉以自省提升，成為監督夥伴。 
15.上級的支持及互動。 
16.組織扁平、決策快速。 
17.橫向協調、垂直整合、組織調整富彈性。 
18.重視團隊與分享。 
19.高瞻遠矚的決策，積極推動的決心。 
20.不怕批評，勇於承擔，接受挑戰。 



推動重建的創新作為 
21.嚴格要求，提升同仁能力與成效。 
22.年無休、犧牲假日，勤跑重建區。 
23.身先士卒、與居民溝通，化解衝突。 
24.經常與直接第一線溝通，瞭解重建現況與在地居民需求 
25.秉持重建特別條例精神，以災民需求優先，協調政府

各單位配合。 
26.擘劃永續藍圖，協助社區自主力量掘起。 
27.重建居民信心，陪伴與鼓勵重建區居民重建家園、傳

承文化及發展生計。 
28.以最少的重建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 
29.規劃重建各議題專書，留下重建過程歷史紀錄。 
30.有始有終，積極提早清理，完成交接結案。 
31.規劃重建經驗整合入多部國際影片，卸牌時並設置完

成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 



 安置與永久屋 
 劃定特定區域 
 重建預算 
 重建組織 

貳、省思再精進 



議題1-1：核配資格(一視同仁vs.排富)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Ⅹ(分配規

定另訂)、劃定特定區域說明書(有永久屋申請資
格者為劃定範圍內有房屋者，若該房屋同時有一
戶以上居住者，則以其「戶口名簿」數為計算標
準)、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配
住對象為縣市政府核定之房屋毀損戶、核定遷居
遷村戶、安全勘虞地區遷居戶、安置用地範圍內
拆遷戶) 

省思再精進－安置與永久屋 



議題1-2：資格規範判斷準據(家庭收入、受災情
形、核心家庭人口數vs.其他) 

規定：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資格規範區
分自有房屋合法權狀之有無＋協商條款－以上核配原則，
縣(市)政府得與民間認養興建團體協商，斟酌實際情形
後調整之，若雙方協商確認有不宜核配之情形，得不予
核配永久屋) 

議題1-3：永久屋提供（無償vs.有償）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Ⅱ(劃定特定區應予

適當安置)、§20Ⅷ(遷建房地之計價、分配另定之)、
§21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得無償提供土
地使用權、民間單位無償移轉房屋所有權)、莫拉克颱
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參考範本(附條件贈與
住宅) 

   省思再精進－安置與永久屋 



省思再精進－安置與永久屋 
 

議題1-4：永久屋坪數與核配限制（硬性規定
vs.彈性規定）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Ⅷ（遷建房
地之計價、分配另定之）、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
之申請資格與分配(坪數分配原則＋協商條款－
以上核配原則，縣(市)政府得與民間認養興建團
體協商，斟酌實際情形後調整之，若雙方協商確
認有不宜核配之情形，得不予核配永久屋) 



議題2-1：劃定特定區法源(特別條例vs.災害防
救法)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Ⅱ（政府得就
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取
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 

 

議題2-2：限期強制遷村之實務操作(遷村方案
內涵入法vs.其他)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Ⅱ（政府得就
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取
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
遷村）、劃定特定區域說明書(如何與原住居者諮
商取得共識、原住居者權益保障、相關補助措施…) 

省思再精進－劃定特定區域 



議題2-3：承租公有土地須終止契約之處理
（依租賃契約辦理vs.於特別法訂定處理原
則）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Ⅳ（災區被
劃定之特定區域，須限期強制遷居、遷村者，其
承租公有土地者得予終止契約，並依契約及相關
法令予以補償）、地質法§6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
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源開發
之參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進行
前項作業，致使地質敏感區內現有土地受管制時，
其補償規定從其法令規定辦理。) 

 

省思再精進－劃定特定區域 



議題2-4：行政處分之效期（永久有效vs.定期
通盤檢討）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Ⅱ（政府得
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
者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 

議題2-5：獲配永久屋限制回原居住地居住之實
務操作（將戶籍遷入永久屋vs.其他）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Ⅱ（政府得
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
者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
遷居、遷村）、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
與契約書參考範本(應於取得住宅所有權次日起3
個月內或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不再回
原居住地居住或建屋) 

 

省思再精進－劃定特定區域 



1,050.58億 

 重建預算 

註：重建預算總計匡列1,519.65億元，含特別預算1,165.08億元及移緩

濟急匡列354.57億元，移緩濟急實際使用220.38億元，實際編
列1,385.46億元 

工程類 
711.35億 

非工程類 
423.73億 

預備金 
30億 

工程類 
151.34億 

非工程類 
69.04億 

重建預算 
1,385.46億元(註) 

移緩濟急 
220.38億元 

(匡列354.57億元) 

家園重建 

基礎建設 

 產業重建   114.5億 

依
計
畫
分 

依類別分 

特別預算 
1,165.08億元 

依類別分 

省思再精進－重建預算 



省思再精進－重建預算 

 預備金動支及預算提列準備 

－立法院通過之特別預算1,165.08億元，經檢討
無支用需求計113. 64億元提列準備。 

   －30億元預備金需求經核定29.96億元。 

產業重建 
方案 

家園重建 
方案 

基礎建設 
重建方案 核定

提列
準備 
113.6
4億 

預備
金總
計 

30 億 

無
支
用
需
要
預
算 

核定29.96億 
元預備金需求 

評
估
動
支
需
求 



預算及善款 

善款 
254億台幣 

政府預算 
1,385 億台幣 

慈濟：48億 
紅十字會：52億 
世界展望會：14億 
其他：140億 

特別預算 1,165億 
移緩濟急 220億 

總計： 1,639億  

省思再精進－重建預算 



議題3-1：預算額度編列方式(一次編足vs.逐
年編列) 

規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6Ⅰ(經費來源
─移緩濟急、編列1,200億元以內之特別預算、
期限屆滿未完成計畫所需經費循年度總預算辦理)   

議題3-2：預算執行(全依預算法辦理vs.排除
預算法流用限制) 

規定：災害防救法§43Ⅱ(編列之災防經費不敷支應，
應移緩濟急，不受預算法§62、§63限制）、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6Ⅰ(1)(各機關應於總
預算範圍內，本移緩濟急原則優先調整支應各項
支出，不受預算法§62、§63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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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1：組織型態（常態vs.臨時）  
規定：災害防救法§3(不同災害防救之主管機關)、

§36(各級政府應辦並鼓勵民間團體與企業協辦事
項)、§37(臨時性任務編組之重建推動委員會)、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4Ⅰ(為推動災後
重建工作，由行政院設置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負責重建事項之協調、審議、決策、
推動及監督)、行政院處務規程§7Ⅰ(12)(本院設
下列處、會、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分五
科辦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7 
(本辦公室處理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
救委員會有關業務，及下列事項：（一）災害防
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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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推動。（二）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
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三）災害防救基本方
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四）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五）災
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六）災害預警、
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七）災害整備、
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八）緊急應變
體系之規劃。（九）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十）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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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制員額：莫拉 

   克重建會人力編 

   組自始即以精簡 

   為原則，執行長 

   以下之編制員額 

   （49-65人）， 

   約僅九二一重建 

   會(203-214人) 

   的四分之一。 



議題4-2：人員權益保障 
－考績（派駐人員考列甲等雖不列入原職機

關甲等比例，卻曾有同仁被原職機關改列
乙等） 

－獎懲（部分機關對獎懲建議有打折情形，
反而造成獎懲不公） 

－陞遷（部分原職機關職務出缺經核定內陞，
未通知重建會同仁提出申請） 

－訓練（多數機關辦理訓練未通知重建會同
仁，尤其是委任升薦任訓練未將派駐同仁
列入考量 ） 

－歸建（家屬因病需歸建照料，原職機關遲
未指派人員遞補，有違人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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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行政院98.9.18院授人力字第0980064514號函
(考列甲等者免列入原職機關考列甲等比例；投
入重建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得予獎勵；派駐
1年以上，工作表現優良者,得予優先升遷)、公
務人員保障法§2(公務人員身分、官職等級、俸
給、工作條件、管理措施等有關權益之保障，適
用本法之規定)、§4(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依本
法所定復審、申訴、再申訴之程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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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    語 



美麗的寶島  育養的大地 

全球氣候極端化 
暴雨洪水頻率增高 

救災不如防災    防災不如離災 
工程手段有其設計極限 

人力不一定能勝天 
敬天  順天  知足  惜福 

我們要在這塊土地上永續發展 

         
37 



安全 
   人本 
      創新 
 & 永續 

不只是重建… 
 更是重生 



台灣社會的 

 源源不斷的愛心…… 
 行善足跡遍及海外的NGO 
 充滿愛心與活力的社會 
 具實力的民間救災重建力量 

台灣捐款 
八八風災251億 
日本海嘯66億 
汶川地震57億 



台灣的社會管理系統 
 台灣已建立政府 (含國軍) 、NGO、企業合力防救

災及重建之社會管理系統 (Social Management 
Syetem) 

 重建會已規劃製訂 “災後重建標準作業程序參考
(SOP)手冊”，供未來推動各項重建工作之參考 

 本次重建，政府在制定特別條例、編列特別預算
、成立各級重建推動委員會及制定以國土保育為
先之重建計畫，均能迅速推動且在家園、基礎建
設、產業、心理、生活就業及尊重族群文化等面
向，結合社區力量推動災後重建，可供未來大型
天然災害之災後重建參考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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