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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依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第30條規定，特

別條例施行期滿未及執行部分 必要時得經行政別條例施行期滿未及執行部分，必要時得經行政
院核定酌予延長二年，本會相關重建計畫業奉

行政院101年8月14日院臺建字第1010140685號函

核定執行在案核定執行在案

惟重建工作繁雜，重建區居民生活及居住、產業

環境在此一年間已衍生出新的需求，原核定復建

工程亦因新的天然災害影響需投入追加治理，故工程亦因新的天然災害影響需投入追加治理 故
針對重建區未及執行工程暨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

如何精進強化作為實為刻不容緩課題 爰辦理本如何精進強化作為實為刻不容緩課題，爰辦理本

次報告，敦請 與會先進討論



貳 「三年屆滿未及執行 案件概況貳、「三年屆滿未及執行」案件概況

行政院101年8月14日院臺建字第1010140685號函

核定列入「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未及執行部分」型核定列入 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未及執行部分」型
計畫（標案）共28件，本會依據地方政府當時實

際提報之需求保留836 289 702 (8 36億)元特別際提報之需求保留836,289,702 (8.36億)元特別

預算至102年繼續執行

另「重建3年期程屆滿，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

或契約責任之」型計畫共33件，共依契約責任及或契約責任之」型計畫共33件，共依契約責任及

潛在需求保留813,042,572(8.13億)元，總計保
留16 77億元(含業務費0 28億)留16.77億元(含業務費0.28億)



参、「三年屆滿未及執行」案件執行情形」

一、截至102年11月19日，預算達成率84 41%，已一、截至102年11月19日，預算達成率84.41%，已

成案（分配）標案達成率92.10 %。經滾動式預算

檢討未分配剩餘款項分布如次：

1 聯絡道路復建計畫剩餘款：2 977萬元1.聯絡道路復建計畫剩餘款：2,977萬元

2.傳統文化地景重現實施計畫:9,500萬元,

3.原住民部落家屋文化語彙重現計畫2,351萬元

4.其餘遷建計畫、永久屋基地永續作業計畫等各

基地未分配及賸餘款項合計1億6 197萬元基地未分配及賸餘款項合計1億6,197萬元



5 目前全部未分配賸餘款項合計3億1 026萬元，5.目前全部未分配賸餘款項合計3億1,026萬元，

如年底前無法有效利用，將予解繳國庫。

二、截至102年11月19日，地方政府工作（標案）

達成率:嘉義縣97 80%、高雄市78 33%、屏東縣達成率:嘉義縣97.80%、高雄市78.33%、屏東縣

96.23%、臺東縣98.88%；各地方政府復建計畫已

近尾聲 多數工程刻正辦理驗收結算作業 本會近尾聲，多數工程刻正辦理驗收結算作業，本會

亦依規定保留補助款尾款，俟各地方政府結算作

業完成，可進一步檢討其餘賸餘款。



三、莫拉克颱風災復建工程原民會進度如下：

截至 年底 累積至 累積至

預算科目 計畫名稱
截至102年底
計畫實際核定

經費

至102年11月
22日執行率

累積至 累積至

102年11月22日
工作計畫達成率

102年11月22日
標案達成率

災民安置與災民安置與
復建業務

原住民族聚落遷建計畫 19億5,305萬 93.86% 76.39% 93.86%

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作
4億9 153萬 89 40% 65 96% 89 40%業計畫 4億9,153萬 89.40% 65.96% 89.40%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區
原住民部落家屋建築文
化語彙重建計畫

2億5,906萬 95.61% 85.76% 94.20%

復建業務

化語彙重建計畫

聯絡道路復建工程計畫 31億6,905萬 88.81% 83.95% 88.81%

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
畫─原鄉特色產業 1億9,000萬 96.50% 79.34% 95.25%

聚落基礎建設復建計畫 6億204萬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供水系統復建計畫 4億8,488萬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肆、後續重建新增需求與遭遇困難

一、後續重建新增需求

永久屋基地永續社區作業計畫類：

計畫名稱 金額 備註

1 新赤農場公共設施興建工程 222萬3 706元 由紅會援建1 新赤農場公共設施興建工程 222萬3,706元 由紅會援建

2 樂野基地公共設施興建工程 1,213萬0,133元 未核定

3 屏東縣後續改善需求計畫 8 509萬0 440元 未核定3 屏東縣後續改善需求計畫 8,509萬0,440元 未核定

4 山美基地永久屋集會所工程費 900萬元 已核定

5 高士永久屋供水設施委託代管計畫 378萬9 464元
須由經常門之預

5 高士永久屋供水設施委託代管計畫 378萬9,464元
算科目支出

小計 1億1,223萬3,743元



聯絡道路復建計畫：

計畫名稱 金額 備註

1 已奉 行政院核定列入「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未

玉穗部落

1.已奉 行政院核定列入 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未
及執行部分」型案件，得繼續核定、執行新增
需求

2 玉穗部落聯絡道路係台20線勤和至復興間重要

1

玉穗部落
聯絡道路
復建工程

1億

2.玉穗部落聯絡道路係台20線勤和至復興間重要
替代道路，因台20線復建期程勤難以確定，故
玉穗道路交通功能性日益重要，爰高雄市政府

1
復建工程
第二期(玉
穗橋新建
工程)

1億
玉穗道路交通功能性日益重要 爰高雄市政府
102年提報第二期跨玉穗溪之「玉穗橋」興建
計畫，期建構勤和至復興間完整動線，提高道
路服務效能工程) 路服務效能

3.本案已核定可行性評估、鑽探等相關作業經費，
惟原核定經費4,864萬元亦已用罄，需另覓財
源挹注



計畫名稱 金額 備註

屬「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之計畫與工作

霧台大武

1.屬「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之計畫與工作」
型未及執行案件，經 貴會召開「研商行政院原民會
強化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未及執行工程暨永久屋基地

2

霧台大武
聯絡道路
復建工程
第二期

1億

公共設施會議紀錄」確認，針對地方政府新增需求，
本會亦得持續核定地方政府執行

2. 原核定經費2.87億元已全數用罄，惟霧台鄉既屬莫拉2
第二期
（新增需
求）

1億 2. 原核定經費2.87億元已全數用罄 惟霧台鄉既屬莫拉
克重災區，重建過程復迭遭天災損害，屏東縣政府新
近已提報「霧大三號橋附近邊坡修復工程」2,240萬元
並反應當地民眾亟欲修復霧大四號橋及整治沿路邊坡並反應當地民眾亟欲修復霧大四號橋及整治沿路邊坡
（合計約7,800萬元)之心願

新增需求總計 3億1,223萬



二、遭遇困難二 遭遇困難

受限於「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
點限制 屏東縣「高士永久屋供水設施委託代26點限制，屏東縣「高士永久屋供水設施委託代

管計畫」所需代管費378萬9,464元屬經常門預算
種類，本會資本門預算雖有賸餘款，惟得獎補助
地方政府執行之經常門重建特別預算則已用罄，地方政府執行之經常門重建特別預算則已用罄
礙於法規限制無法流用，急需另覓財源協助地方
政府。政府。

受限於「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
32點等限制，本會各重建計畫雖有賸餘款，然各
歲出保留款無法申請變更用途或互相移用，影響歲出保留款無法申請變更用途或互相移用 影響
重建特別預算整體運用效益。



伍 建議事項伍、建議事項

經滾動式預算檢討，本會賸餘款約3.1億足敷
各計畫新增需求 惟受限法規無法加以流用 移各計畫新增需求，惟受限法規無法加以流用、移
用，雖經 貴會102年9月18日主政協調，召開
「研商行政院原民會強化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未「研商行政院原民會強化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未
及執行工程暨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會議」賦予活」
化運用空間，惟會後審計單位仍主張仍應依法定
程序處理，祈請 貴會本次會議就相關問題討論，程序處理 祈請 貴會本次會議就相關問題討論
並主政報院事宜。



簡報結束



附件、法規依據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以下簡稱特別

條例）第 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適用條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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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以二年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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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辦理」

（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日：101年8月29日 ）



附件、法規依據

「未及執行部分」定義

(行政院101年8月14日院臺建字第1010140685號函)

一 特別條例施行期滿未及執行部分，為特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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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仍需有特別條例適用以排除一般法規限制之
計畫與工作及其預算經費計畫與工作及其預算經費

2.尚未發生債務或契約責任之計畫與工作及其

預算經費

3 後續預算執行若超過101年，依法定程序申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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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法規依據

「未及執行部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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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申請辦理預算保留作業。



附件、法規依據

「預算保留」法定程式

一、預算法第72條：會計年度結束後…其經費未經
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使用者 應即停止使用 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

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年度

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數準備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數準備。

二、預算法第74條：第七十二條規定，轉入下年度二 預算法第 條 第七十二條規定 轉入下年度

之應付款及保留數準備，應於會計年度結束期間

後十日內，報由主管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分別後十日內，報由主管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分別
通知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

關關。



附件、法規依據

「預算保留」法定程式

三、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

…三十二、會計年度終了後，各機關本年度或以前年三十二 會計年度終了後 各機關本年度或以前年
度歲入、歲出款項，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
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其餘須經核准保留始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 其餘須經核准保留始
得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之收入連同已發生尚未清償之
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均須填具申請表，檢附證明文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均須填具申請表，檢附證明文
件， 於一月底前陳報主管機關核轉行政院。

行政院核定之預算保留 應通知審計部 財政部 各行政院核定之預算保留，應通知審計部、財政部、各
該主管機關，並副知原編送機關。

前項歲出保留款不得申請變更用途，亦不得互相移用。



附件、法規依據

預算法第62條： 「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
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不得互相流用」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26點：「單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26點 單
位預算機關內同一工作計畫之分支計畫…得由其
他有賸餘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科目依下列規定辦他有賸餘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科目依下列規定辦
理流用：（一）資本門預算不得流用至經常門，
經常門得流用至資本門…」經常門得流用至資本門…」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32點：
「 行政院核定之預算保留 前項歲出保留款「…行政院核定之預算保留……前項歲出保留款
不得申請變更用途，亦不得互相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