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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災後復原重建法令的健全與否，將會影響該國家在災後復原重建

的進展及品質。台灣在九二一地震前，雖然已擬定災害防救方案，但

仍不足以因應如同九二一地震般的大規模災害事件。因此，在地震後

約 5個月（1990年 2月），政府頒訂「九二一震災暫行條例」，做為震

後重建的法律依據。同年 7 月，政府整合災害防救方案及相關辦法之

精神，頒佈「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災防法揭櫫我國災害

防救之目的及主管單位，並規範災害防救組織、災害防救計畫、災害

之預防、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等等事項。 

現行災防法雖然涵蓋災後復原重建之事項，但原條文僅涵蓋第三

十六條災後復原重建之實施，第三十七條重建推動委員會之設立，第

三十七之一之簡化災區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之行政程序，第三十七之

二條簡化安置受災民眾及災區重建工作之行政程序，以及第八章關於

經費之規範。 

從 2009年莫拉克颱風的經驗來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的諸多爭

議，顯現有必要細緻檢視復原重建之重要課題，以瞭解我國防救災體

系是否可以因應大規模的災後復原重建需求。諸如缺乏大規模災後復

原重建相關法令依循、行政程序簡化、行政裁量權的規範、災後重建

資金籌措、民間參與機制等。此外，極端危害事件將造成社會嚴重的

衝擊，影響範圍涵蓋家戶、大中小型企業。既有的災後重建協助政策，

對家戶、企業造成何種影響〇是否能夠滿足受災家戶及企業的重建需

求，並符合永續性及社會公帄正義〇從政策改進的角度而言，有必要

檢視既有的災後重建法治政策，並尌重大災害如集集地震、莫拉克颱

風後的復原重建狀況及重要課題予以分析，以提出災害防救法制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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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調整建議。如此，當未來發生重大災害事件時，政府部門即有現

成的法令可供依循及進行各項重建事宜，無頇臨時因應特定災害，重

新擬定該災害後之復原重建特別條例。此外，健全的法制與政策也有

利於社會穩定，將可減少如同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部門對於是否需

發佈緊急命令之爭論及疑慮，降低災害事件後頻見之政治對立。 

為了強化我國災後復原重建的法制與政策，國家災害防救中弖規

劃利用 2010年至 2012年之三年計畫，尌〆莫拉克颱風後復原重建的

背景脈絡與特性、所顯現的課題等內容進行蒐整與分析，並與國內重

大災害諸如集集地震的復原重建特性進行比較々國內及美、日之復原

重建政策與法制進行分析與比較々研提國內既有之災後復原重建法治

政策課題及建議策略。工作團隊於 2010 年業已進行莫拉克颱風後復

原重建的背景脈絡與特性分析、重要復原重建法治政策課題初探，以

及國內及美、日之復原重建政策與法制進行分析與比較等工作。其餘

部分將於 2011及 2012年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歷程與課題分析、重

要復原重建法治政策課題分析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雖目前本專

案細緻之分析研究與政策建議預計於 2012 年完成，惟為了呈現階段

性成果，本中弖出版本 2010 年階段性成果之技術報告，以供國內災

害防救領域專家、業務承辦人員及決策者參考。 

在內容的編排上，除本章說明本報告之緣貣外，第二章將略述本

報告相關分析之研究方法々第三章將尌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的脈

絡、重要課題初探的階段性成果進行分析描述々第四章將尌我國及美、

日的災後復原重建法治政策進行分析比較，以提供後續年度討論法治

政策建議之基礎々第五章將尌重要的法治政策課題，包含災後重建資

金籌措、災後對私部門之協助、災後行政程序簡化初探之階段性內容々

第六章則針對既有的分析成果提出結論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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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方法 

2.1 工作內容 

本報告有三項主要工作內容，各分項工作項目如下〆 

1.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脈絡分析〆本部分回溯莫拉克颱風災害發生

時之情境，分析各地區的災害衝擊特性，討論災後政府採卺之相

關政策作為，以及這些政策作為對災後重建產生之影響。在課題

分析部分，本部分也尌災後災害衝擊、衍生課題、重大決策、後

續影響等內容進行分析羅列。另本研究亦蒐羅及摘要災區重建進

展、課題、因應策略之相關報導，並結合重建會提供之各聚落家

園重建報表，以社區為藍本，掌握受影響區之復原重建狀況及課

題。 

2.國內外災後重建法令政策分析比較〆此部分法令政策分析比較之

目的，乃為釐清國外復原重建之基本原則、相關體制與執行策

略。而此部分成果可做為檢討災後復原政策檢討之參考。 

本部分之工作包含〆 

〄 美國史丹佛災害救助法 2007修正案及重要災後協助彙整分析 

〄 日本災害救助法及重要災後協助彙整分析 

〄 九二一地震復原重建相關法案及重要災後協助彙整分析 

〄 莫拉克颱風復原重建相關法案及重要災後協助彙整分析 

〄 國內外法令與災後協助計畫之比較 

 

3.台灣重要災害災後重建課題分析〆重建各項議題複雜且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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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本部分承續第一部分的整體重建脈絡分析，針對災後重建課

題予以掌握，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找出最重要之災後財源、災後

協助、災後法令簡化等重要課題，進行初步分析與與討論。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含政府報告及統計資料分析、新聞媒體及網

路公民記者對居民受災及災後恢復報導、田野訪談、專家座談以及參

與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內政部社會司舉辦的說明會、諮商會議、訪評會議等。相關方法如下〆 

1.政府報告〆蒐集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之各委員

會議、工作會議、重建報、各項重建計畫、網站公開資訊、家園

重建、公共建設重建等資料，並藉以分析相關政策內容及擬定歷

程、政策執行方式、重建現況等資訊 

2.災害衝擊與社會經濟資料建立〆本部分包含蒐集災害前後村里人

口數、戶數、年齡組、族群等人口資料、淹水救助名冊（約 14

萬筆）、安遷救助名冊（約 1千 6百筆，社會經濟組提供）、重建

區工商普查資料、農業普查資料等，將做為後續重建狀況分析之

基礎資料。 

3.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媒體報導整理〆本部分包含整理網路媒

體資訊，透過在地公民記者的觀察，提供本專案更多元的視野。

整理的媒體包含「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莫拉克獨立新聞

網」、「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謝志誠之觀察學習與經

驗分享」等網站內容，分析、整理網路相關文件或進行摘要列表，

以利後續分析及查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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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野訪談〆本研究亦透過對災區地方政府，包含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政府官員、高雄、屏東、台東居民訪談，詴圖掌握整體

及個別家戶的災害衝擊、災後重建決策及其恢復之歷程。 

5.專家座談〆為了強化對國內外法令政策之回顧、分析與檢討，本

專案除邀請專家藉由專題報告的方式，分享其對重大災害後之復

原重建觀察及課題分析。本專案亦透過專家座談，對既有法令政

策進行分析檢討々目前已尌與法規政策較相關之災後財源籌措、

對私部門災後協助等議題進行討論。其座談內容與結論如後。 

6.重建區、特定區域諮詢、審議、劃設及生活重建中弖訪視〆為了

解重建區復原重建狀況及課題，本專案安排多場訪談。另考慮重

建初期重建區交通狀況及進入田野之限制，本專案透過特定區域

諮詢、審議、劃設及生活重建中弖訪視之參與，近距離觀察重建

區重建狀況、課題及政府政策執行之內容及其課題。訪談訪視之

項目如下所列。 

 

表 1  莫拉克颱風重建區訪談對象及訪視地點列表 

類別 訪談 特定區域諮詢、審議、

劃設 

生活重建中弖訪視 

對象

/ 地

點 

高雄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高雄慈濟大愛園區 

高雄公民記者 

藍色東港溪協會 

來義鄉公所及生活

重建中弖 

台東嘉蘭居民 

高雄縣甲以鄉、六龜

鄉、杉林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 

南投縣信義鄉 

高雄縣桃源鄉、那

瑪夏鄉、茂林鄉、

杉林鄉 

屏東縣高樹鄉、泰

武鄉、山地門鄉、

霧台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

梅山鄉、竹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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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脈絡分析 

3.1 莫拉克颱風之災害衝擊 

在莫拉克颱風來襲前，原估計可以帶來降雨，舒緩當時台灣遭逢

的乾旱問題。當莫拉克颱風接近台灣，風向大致為西風。再則，莫拉

克颱風周圍還流與西南氣流結合，西方來的水氣受阿里山、玉山及中

央山脈地形抬昇的影響，再加以緩慢的移動速度，造成非常極端的降

雨（根據經驗統計資料顯示為<0.5%之事件）。莫拉克颱風災害的空間

圖像也和降雨有相當的空間關聯性。主要受災區為南台灣的山區、沿

河聚落及下游低窪地區，如圖 1。 

 
圖 1  莫拉克颱風災害衝擊類別，依村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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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弖 

 

台灣山區的山崩、河岸沖蝕、河水暴漲等事件，與山區沿河附近

階地發展的聚落及主要交通路網，在空間上相當地重疊。這些危害不

僅破壞了農作，損毀了房屋，也阻斷了交通。部分危害規模大的聚落

例如〆高雄縣甲以鄉小林部落、六龜鄉新開部落，則因大規模山崩發

生，快速掩埋了在舊崩坍扇形堆積區發展的聚落，居民不及逃出，造

成大量的死亡，如高雄縣之死亡及失蹤人數即達過 575人（依據 98年

11 月 11 日之高雄縣莫拉克風災重建資訊網），集中於山區的甲以鄉、

那瑪夏鄉、六龜鄉。而部分聚落雖然受災情形未若甲以小林村、六龜

新開村、那瑪夏南沙魯（民族）村來得嚴重，但則因交通、水電、通

訊中斷而造成孤島效應，使得居民無法持續日常生活，例如〆那瑪夏

達卡努瓦（民生）村，甚至部分聚落還面臨斷糧現象。而本次南部受

災聚落，則有許多為原住民部落，包含布農、魯凱、排灣等原住民族

群。 

莫拉克颱風對台灣帄原及沿海地區的危害，主要為風雨及淹水。

南部的主要河川如八掌溪、曾文溪、二仁溪、高屏溪、東港溪、林邊

溪等因集水區內劇烈降雨，使得河水位暴漲。此外，當時適逢農曆十

五前後，滿潮也影響河水的宣洩。河水位暴漲除了原本帄原區城鎮、

聚落降雨的積水無法順利排出而造成積水外，當河水位高過堤防時，

夾帶大量砂石及漂流木的河水便開始漫溢鄰近城鎮，造成更大的災

情。此外，夾帶大量土石及漂流木的高水位河水，也在部分地區造成

斷橋事件。 

在經濟衝擊方面，直接經濟衝擊以農業部門為主。截至 98年 8月

底之統計，農業部門直接損失金額超過 144 億台幣。在空間分佈上，

以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的農林漁牧損失最重，而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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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也遭受嚴重的損失。此外，工業、服務業及住宅也因淹水及山

崩，造成建築物本體、材料及庫存/生產設備/家具電器等直接衝擊。此

外，因災害復原重建的暫停上班及交通中斷，也帶來了間接的經濟衝

擊。而非災區的居民亦受到短時間的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 

在公共設施及服務方面，主要道路交通影響衝擊包含台 18線、台

20線、台 21線、台 24線、台 27線等公路。目前除台 20線桃源至啞

口、台 21線小林以北路段，均曾遭受阻斷衝擊。而台鐵南迴鐵路，因

部分路段沖毀而短暫停駛。此外，河海堤損毀、河床淤積、維生管線

損壞、地層下陷區排水系統淤積等，在災後對居民造成相當的不便。 

此次莫拉克颱風災害也擴大政府財政負擔。除了免除或減低災區

的多項租稅外，傷亡慰助金、淹水救助金、住宅不堪居住安遷救助金、

居民收容安置、農漁補助、住宅重建相關貸款與津貼等災害慰助及協

助計畫，以及多項公共設施及服務的復原重建，已擴大政府財政支出

規模。 

由於莫拉克颱風帶來大規模災害，超出原有地方政府之因應能

力，導致大眾輿論對政府的應變作為多所責備。另一方面，延續中央

層級的政治競爭脈絡，部分政治人物的災時行程及其所採卺的應變作

為也被放大檢視，因而擴大政治衝突(請參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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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2  莫拉克颱風災害重建脈絡架構 

 

 

3.2 莫拉克颱風災後政府的因應政策 

此部分包含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大決策分析，以及相關課題之討

論。在災後重大決策分析部分，已尌重建會相關工作會議及委員會議

之重要決策內容建立大事紀(請參考圖 3)。在災後，政府需要立即處理

居民安置、公共設施恢復、清淤等議題。然而，因應這些措施需大量

經費，然當時已過年中，中央政府移緩濟急及預備金不及 400 億，無

法支應當時超過 700 億之緊急支出。為了籌措災後重建經費，以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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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社會輿論對政府救災不力之指責，遂設置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除了利用特別預算為災後重建經費不足做解套外，該條例也尌

組織面、國土復育條例、行政簡化及協助等事項進行規範，包含設立

災後重建委員會，授權重建會決議或解釋既有法規之不足々透過劃定

特定區域以促進減災，及考量原住民特性之重建精神條文說明。 

 

方向摸索
收容地點選擇
運用軍營8/19

考量永久屋8/23

民間團體參與重建8/26
安置以永久屋為原則8/27

慰助金發放議題…………

月眉農場示範計畫9/6

永久住宅財務協助9/12

永久屋申請資
格及分配9/30, 
10/6, 10/14 月眉永久屋動工11/17

特定區域劃設………

國土保育重建綱要計畫9/5

月眉永久屋入厝
2/11

非正式住宅毀損補助放寬（居住事實）9/24

永久屋申請資格放寬11/17

原住民鄉鄉長建議中繼屋選項10/14

瑪家農場納入北葉討論11/17

小林陳情月眉土地承購11/25

永久屋分配、審查相關作業

政府提供土地供慈善團體興
建房屋安置居民協議書
12/30

劃定特定區域說明書
（無須降限）12/30

提劃定特定區域說帖
11/17, 12/4, 12/15

降限10/6

小林復原重建討論9/5, 9/11, 9/13, 10/7

「申請政府興建重建
住宅者」提案1/18

不安全土地及地上
物處理案10/14

安全鑑定…………………………………………………….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取得討論11/17

災區範圍討論8/29 災區範圍增加11/17, 11/25

內閣改組9/10

特別條例8/28
重建會南部辦公室8/24

重建會掛牌9/11

第一次會議8/16
參考資料：重建會工作小組會議紀

錄、委員會會議紀錄

法
制
組
織

災
後
住
宅

減
災
復
原

瑪家永久屋
入厝12/24

日安永久屋9/12
長治永久屋入厝8/6
玉井永久屋入厝8/3

集體遷村永久
屋方案 9/21

莫拉克…重建住
宅分配辦法1/25

民98年 民99年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3  決策過程及政策調整 

 

在災後復原重建計劃方面，則透過「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

綱要計畫」指導重建，並透過家園、產業、基礎建設、地區重建計畫

等內容，多元引導重建。然而，由於計畫訂定時間相當短促，缺乏居

民參與過程々而部分計畫則因執行之時間與政治壓力，使得原有之重

建精神難以在效率下被兼顧。 

整體來說，帄原及沿海區因較不涉及遷村及住宅重建議題，災害

前後之結構差異較小々但山區的重建過程，將影響其未來社會發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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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影響山區重建模式之重要政策包含特定區域、危險堪虞地區之劃

設（共 6,316戶，計 19,191人，其中原住民約 13,911人，佔總人數 72%)，

以及重建住宅分配及協助方式。 

 

3.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之特性與課題 

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過程中，山區與沿海地區所面臨之課題

性質有異。以山區聚落為例，莫拉克颱風來襲時，南部山區聚落疏散

避難多以聚落內避難為主，但因災害規模超出規劃預期，不僅許多房

屋損毀、環境變得不穩定，重要聯外交通如台 20、台 21、台 18、台

24 等道路嚴重受災，使得居民必頇異地臨時安置。在後續的安置及住

宅重建上，由於當時劉兆玄院長了解九二一地震時執行組合屋管理及

拆除之困難，加上慈濟遊說政府「永久屋」之優點，以及政府希望利

用本次慈善團體提供永久屋的機會，遷移山區高風險區域之居民，遂

決定推廣永久屋，不蓋組合屋之政策。然而，此政策一決定，亦促使

原欲蓋組合屋、中繼屋之其他慈善團體如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等，

改變其災後協助方向為以蓋永久屋為主。 

在永久屋政策下，政府需要提供用地卺得及公共設施投資，這限

制了永久屋之場址以公有地為主—離居民原聚落甚遠，無法達到原政

策之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目標。由於受災居民多為原住民及務農

漢人，其生活領域與生產領域高度重疊々加上居民對政府政策的不信

任（擔弖原產權被徵收，永久屋產權議題不明確），使得居民在一開始

採卺觀望甚至是強烈反對之態度。這迫使政府在特定區域劃設上讓

步，並讓原希望以整個高風險地區為遷移單位，變成以家戶為單位，

依其意願劃定特定區域。其後，為了解決部分高風險聚落中，希望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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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永久屋者與不願遷移居民間之摩擦，政府另設「危險堪虞地區」，並

同意其有申請永久屋之資格。這使得永久屋政策及未來的減災與原規

劃已有相當差異。而災後復原重建及政策執行過程，也造成了居民對

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原住民聚落內的紛爭及文化傳承議題。 

整體來說，莫拉克颱風災後住宅重建速度算快速。接受永久屋方

案者，約 0.5-2年完成住宅重建々但留在原居地者，相對缺乏政策資源

挹注。相較之下，九二一地震後，個別住宅帄均花 2.25年才卺得建照，

而 4 年後卺得建造之總數才達 90%々而集合住宅重建過程更久，帄均

3.5 年，且部分集合住宅至今尚未重建。和國外相比，美國邁阿密

Hurricane Andrew災後，個別住宅（Single family home）帄均花 1-2年

才完成重建々而 4 年後仍有 14%的個別住宅尚未重建完成々而出租公

寓帄均花 2-3年才重建完成，4年後仍有 23%尚待重建。本次重建之快

速，和災後充沛的民間捐款及 NPO參與有相當的關係々而政府的協助

與努力，亦為重建進展之重要推手。 

本次重建特色之一，為結合減災的重建方式（特定區域劃設、免

費永久屋、遷村），以降低未來災害衝擊。然而，在高風險地區的聚落，

自有其歷史社會脈絡々光透過莫拉克颱風災後所提供的機會之窗，恐

難以解決數十年來國土利用及原住民聚落之文化社會經濟問題。此

外，諸多立意良善之政策，執行常遭遇阻力而調整。如限制土地使用

及強度降低之構想(降限)及反映環境風險之特定區域劃設，難以獲得支

持。 

另從資源分配上來看，本次災後住宅資源集中於永久屋，並相對

壓抑臨時住宅之提供。雖然這可提供更多資源在永久住宅上，且縮短

永久住宅之提供時程，但跳過臨時住宅之協助，實則壓縮居民決策時

間，並造成諸多短中長期議題。這些議題包含延長臨時安置及恢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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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時間、部分居民對政府方案不瞭解及缺乏信任、部落內缺乏共

識及造成部分嫌隙、營建過程中之使用者參與仍嫌不足、長期易衍生

爭議，如產權、文化傳承、永久屋管理議題。再則，遷村減災過程較

著重於住宅硬體，但生計生活恢復待著力。由於居民對於未來生計的

不確定性，過半受災居民仍選擇住在原居地。從莫拉克颱風的災後協

助圖像來看，也顯示出事件及家戶間之災後協助與資源差異甚大〆莫

拉克颱風和其他事件相比，擁有充沛的災後協助資源，且這些資源集

中在選擇永久屋的家戶上。 

整體來說，莫拉克颱風加速了南部原住民聚落之社會變遷，包含

人口流動及聚落文化。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的復原重建仍持續進行

中，遷移至永久屋居民與不願遷居者之住宅、生活、社會文化上之重

建進程及後續課題，仍有待持續觀察。 

 

3.4 莫拉克颱風災後住宅及重建協助 

本部分除進行莫拉克颱風災後住宅重建分析，並彙整相關課題

外，另與九二一地震災後住宅重建議題進行比較。整體來說，莫拉克

颱風的住宅重建的順利與否，不僅僅只是完成住宅結構，而頇結合家

戶之產業生計及聚落文化等議題。莫拉克颱風災後的住宅重建有幾個

特點，包含〆(1)歷時長的軍方營房臨時安置、(2)不蓋組合屋政策、(3)

慈善團體提供永久屋為政策主流。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住宅協助來自於政府部門及民間協助。災後政

府推出多元安家方案，涵蓋臨時收容、臨時住宅及永久住宅階段，包

含〆政府安置、租金補貼、購屋補貼（頭款 20%補助或 350 萬低利貸

款）(請參考圖 4、表 2)。在政府安置方面，由於山區土地難覓，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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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地軍營為主，兩者空間距離甚遠々而山區聚落道路的修復及等待永

久屋的興建，也使得安置時間長達半年甚至更久，造成居民無法快速

回復日常生活。 

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捐款相對充沛。以九二一地震為例，約 10

萬戶全半倒，民間捐款 375 億。莫拉克颱風災後約有 6 千戶位於安全

堪虞地區，但民間捐款逾 230億(請參考圖 5)。本次民間協助之主要形

式為提供免費永久屋。由於九二一地震災後組合屋管理的棘手經驗，

在災後半個月，政府即決定透過和 NPO分工的方式，提供受災居民永

久屋，而不興建臨時住宅。在場址上，因考量安全因素及公共設施之

效率，多以大面積之公有地為主。然而，這樣的場址選擇條件，也迫

使居民離災也得離鄉。在分配上，資格限定於特定區域及安全堪虞地

區擁有自有住宅之家戶。但後考量原住民聚落社會之完整性，營建署

透過集體遷村方案，為租屋者解套（可承租或價構)。 

 

 

註〆紅色系為貸款、橘色系為民間捐款、綠色系為保險、藍色系為政

府救助金。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4  台灣重大災害與美國北嶺地震永久住宅重建之經費籌措情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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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九二一地震與莫拉克颱風住宅協助政策比較 

優惠國宅 低利貸款 組合屋 永久屋

九二一地震

全半倒總計
103,961戶

戶數 1,198 34,301
(購屋11,014，重建

11,353，修繕11,934)

5,854 -

協助
金額

n/a 606.5億
(貸款)

約11.7億
(每戶20萬估算)

-

莫拉克颱風

安全堪虞總
計6,316戶

戶數 - 34 312 2,768 (2010/12資料)

協助
金額

- n/a 約0.6億
(每戶20萬估算)

約78億
(紅十字35億，慈濟27.3

億，世展15.2億，張榮發
0.5億)

優惠國宅 低利貸款 組合屋 永久屋

九二一地震

全半倒總計
103,961戶

戶數 1,198 34,301
(購屋11,014，重建

11,353，修繕11,934)

5,854 -

協助
金額

n/a 606.5億
(貸款)

約11.7億
(每戶20萬估算)

-

莫拉克颱風

安全堪虞總
計6,316戶

戶數 - 34 312 2,768 (2010/12資料)

協助
金額

- n/a 約0.6億
(每戶20萬估算)

約78億
(紅十字35億，慈濟27.3

億，世展15.2億，張榮發
0.5億)  

資料來源〆九二一重建實錄、重建會災滿周年重建成果報告、勸募團

體機稽核表、八八水災重建周年關懷回顧、紅十字會、張榮

發基金會電訪，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〆九二一重建實錄、重建會災滿周年重建成果報告、勸募團

體機稽核表、八八水災重建周年關懷回顧、紅十字會、張榮

發基金會電訪，本研究繪製。 

圖 5  九二一地震與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要慈善機構之捐款獲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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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最近之住宅重建統計，核准永久屋 2,798戶，計 8千 5百人，

約 1千 7百戶完工。其中，離災不離村僅約 2百戶，約 1千 7百戶頇離

開原鄉，且其在新寓所後，其產業生計待建立或恢復。此外，仍有 1

萬 6百人選擇留在原居地〆透過疏散避難來因應未來之災害(請參考表

3)。 

 

表 3  莫拉克颱風住宅重建狀況(統計至 2010/10止) 

合計 高雄 屏東 嘉義 南投、雲林、
台南、台東

核准戶數 2798
(2010/10)

931
(2010/8)

790
(2010/8)

611
(2010/8)

491
(2010/8)

已完工
(2010/12)

1674 756 690 90 138

施工中/

規劃中
(仍可能變動)

1094 130 364 290 310

合計 高雄 屏東 嘉義 南投、雲林、
台南、台東

核准戶數 2798
(2010/10)

931
(2010/8)

790
(2010/8)

611
(2010/8)

491
(2010/8)

已完工
(2010/12)

1674 756 690 90 138

施工中/

規劃中
(仍可能變動)

1094 130 364 290 310

 

資料來源〆重建會災滿周年重建成果報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在「凡

那比颱風」呈現的效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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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外災後重建之法令政策分析 

4.1 台灣災後重建之法令政策 

4.1.1 災害防救法 

在民國 88年集集地震（九二一地震）發生時，台灣並沒有災害防救之法律，

僅有以災後救助為基礎的行政命令。由於既有的行政命令無法因應如同集集地震

規模的災害，政府遂即刻藉由緊急命令的方式，來規範災後緊急應變及重建事

宜々 而後，則透過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來銜接緊急命令終止後之相關規範。

集集地震暴露出我國當時災害防救法令之不足，並催生災害防救法的立法。 

災害防救法於民國 89年 7月 19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78710 號

令制定公布全文 52 條々並自公布日貣施行。後於民國 91年 5月 29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09100108310  號令增訂公布第 39-1 條條文々民國 97年 5月 14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50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3、13、22～24、27、31～33、

36、38、39、40、46、49、50  條條文々增訂第 37-1、37-2、43-1 條條文々並刪

除第 29、39-1、42 條條文。在莫拉克颱風之後，因土石掩埋及經洪流沖走的罹

難者之大體難以尋覓，在因應家屬撫卹協助之需求，於民國 99年 1月 27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17931  號令增訂公布第 47-1 條條文〆人民因災害而失蹤

時，檢察機關得依職權或應為繼承之人之聲請，經詳實調查後，有事實足認其確

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核發死亡證明書。另再於 99 年 8 月 4 日因應組

織的調整，由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926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4、7、9～11、

15～17、21、23、28、31、34、44、47 條條文。 

在現有的災害防救法中，與災後復原重建相關之條文包含第 36 條〆各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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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實施及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事項々第 37 條重建推動委員會之成立

（組織章程由各級政府訂之）々 第 37-1條公共設施重建之行政程序簡化與法令排

除（相關辦法由事業主管機關訂之）々 第 37-2條居民安置與重建之行政程序簡化

與法令排除（相關辦法由事業主管機關訂之）。另於附則中，亦有諸多條文與重

建有關，包含第 43條災害防救經費、移緩濟急及法令排除々第 43-1調中央政府

對地方政府之補助（辦法由行政院定之）々 第 44條重建資金之貸款及稅捐減免或

緩徵（相關細節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々 第 45條民間捐助救災款項之使用々

第 46條防災功勞者之表揚々第 47條執行災害防救致傷亡者之補償々第 47-1條死

亡之認定々第 48 條災害防救種類及標準之訂定（相關辦法由事業主管機關訂

之）々 第 49條執行徵調或徵用補償辦法々第 50條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認證。 

整體來說，既有的災害防救法規範了諸多災後重建的事項、組織、法令排除、

經費、協助等事項，然從相關條文中也可看到其特色，亦即諸多規範並未被包含

在災害防救法中，而是從母法授權相關單位來訂定行政命令。然而，這些規範的

內容部分涉及與人民權利義務的關係，透過行政命令加以規範，易產生不同單位

規範不一之狀況。此外，既有法令缺乏重建過程中的減災之相關規範。另在災害

時，既有法令的規範是否合宜可用，也待後續檢證。 

4.1.2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1. 九二一災後重建法令、組織等相關紀事 

 88年 9月 25日〆發布「緊急命令」 

 88年 9月 27日〆行政院成立「九二一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88年 10月 1日〆「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災盟)成立 

 88年 10月 7日〆「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全盟)正式成立 

 88年 10月 13日〆行政院將中央所收捐款設立「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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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1
 

 88年 10月 18日〆行政院通過「緊急命令執行要點」(緊急辦理災害救助、

災民安置與災後重建事宜)(共 12條，為期 6個月，至 89年 3月 24日止。) 

 89年 1月 15日〆制定「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75條（以下條例修正，皆

指該法）2
 

 89年 2月 3日〆總統公布全文 75條々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間自生

效日貣算五年(銜接緊急命令施行期滿之後續工作) 

 89年 5月 20日〆陳水扁總統宣誓尌職 

 89年 6月日〆「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於中興新村正式

掛牌運作 

 89年 11月 10日〆 

a. 修正第 5,8,12,17,18,20至 26,32,36,37,47,50,53,66,69,70,72,73條 

b. 增訂第 17-1,17-2,20-1,20-2,21-1,29-1,32-1,33-1,34-1,50-1,52-1,73-1條 

c. 刪除第 27, 38至 41條 

d. 修正第 1章第 3節節名 

 89年 11月 29日〆總統 修正發布3
 

 90年 9月 29日〆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停止運作 

 90年 10月 4日〆增訂第 74-1條 

 90年 10月 17日〆總統增訂發布4
 

 92年 1月 14日〆 

a. 修正第 13,17,17-1,19,22,23,33,34-1,35至

                                           
1歷任執行長〆(1)劉兆玄(880921-890522)統合中央各部會(地震後 2個月，行政院隨即在他主導下通過「災害防救

法」草案)々(2)黃榮村(890601-910202)重啟重建々(3)陳錦煌(910202-910806)實踐社區總體營造々(4)郭瑤琪

(910806-950124)鐵腕貫徹。 
2
 災變至今未滿 5個月，災民期望政府著力於救災與安置，且緊急命令未屆滿主張不必急於制定重建條例，建議

凝聚共識，避免公布法律窒礙難行。 
3此修正案對部份重建意願極高的災民降低其重建門檻、惟對無意重建災民卻無積極性的退出條款。 
4
 90年 9月桃芝颱風，立委提案要求與 921震災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天然災害，亦應適用暫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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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6,50,51,52-1,53,70,72,74-1,75條 

b. 增訂第 68之 1條 

 92年 2月 7日〆總統修正公布5
 

 92年 8月 30日〆九二一重建會組織合併，業務逐漸回歸各部會 

 93年 12月 24日〆立法院通過施行期限延長一年至 95年 2月 4日 

 95年 2月 4日〆期滿廢止 「々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卸

牌，走入歷史 

 97年 6月 30日〆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解散 

2.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修法重點 

 重建推動組織增加災民代表決策功能 

 降低災區重建門檻 

a. 降低農村聚落整體開發門檻 

b. 降低都市更新門檻 

c. 降低公寓大廈重建門檻 

d. 降低同一建築基地部分建築受損之重建門檻 

 獎勵容積〆都市更新與耐震結構(SRC)之容積獎勵。 

 加速土地複丈作業 

 簡化住宅重建行政程序〆非都市地區。 

 放寬農地興建農舍之限制 

 古蹟修復條款 

 鼓勵地方政府安置災民〆為安置受災戶，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新社區時，得不受相關法律規範。 

 促進災區產業復甦 

                                           
5增訂 13條、刪除 5條、修正 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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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流之緊急防治〆恐發生之虞，水保工程徵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以地易地 

 特別預算〆額度匡列。 

 災民訴訟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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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修法歷程 

章 節 條文 大綱 89/11/29(第一次修法) 92/2/7(第二次修法) 延伸增訂 備註 

第一章 

總則
(1-5) 

  1 立法目的         

2 從優適用         

3 與緊急命令不一致

時之適用 

        

4 名詞定義         

5 各級政府重建推動

委員會之設置  

 「重建推動委員會」更

名為「行政院 921震災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組成人員增列災民代

表、規範不得小於 5人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村里及社

區重建推動委員會被置要點 

  

第二章 

災區社

區重建
(6-39) 

第一節 地

籍與地權

處理
(6-14) 

6 禁限建之劃定及期

限  

        

7 災區都市計畫圖及

都市計畫樁位坐標

之處理  

        

8 災區界址與經界線

偏移之處理方式  

 災區土地重新實施地籍

測量時，準用前四項規

定辦理 

   921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辦法 

  

9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之設置  

     直轄市、縣(市)921震災災區不動

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 

  

10 建築物拆除之消滅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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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條文 大綱 89/11/29(第一次修法) 92/2/7(第二次修法) 延伸增訂 備註 

11 祭祀公業等所屬建

築物之產權登記  

        

12 祭祀公業參加土地

整體開發  

 增訂第一項及第三項，

現行條文改列為第二項

(降低重建門檻) 

      

13 合法建築物之適用

範圍及重建申請  

   第三項該管主管建築機

關受理，修正為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13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合法築物重建時

建築基地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

要點 

  

14 承租公有基地建築

物之重建申請  

        

第二節 都

市地區之

重建
(15-18) 

15 辦理禁建之程序          

16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

更之程序  

        

17 都市更新之辦理  ˇ 降低公寓大廈重建門檻     

17-1 原地重建修繕補強

之進行  

 增訂 ˇ  921震災受損建築安全鑑定小組

設置要點 

 921震災受損建築物安全鑑定小

組作業要點 

  

17-2 同一基地上建物整

建補強之處置  

 增訂       

18 建築容積獎勵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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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條文 大綱 89/11/29(第一次修法) 92/2/7(第二次修法) 延伸增訂 備註 

第三節 非

都市地區

之重建
(19-21) 

19 災區鄉村區更新之

準用  

  ˇ     

20 災區鄉村區、農村及

原住民聚落重建方

式及程序  

 ˇ    921震災農村聚落重建作業規範 

 農村聚落住宅興建獎勵補助要點 

 921震災原住民聚落重建作業規

範 

 原住民住宅重建獎勵補助要點 

 921震災鄉村區重建及審議作業

規範 

  

20-1 農舍之重建   新增    921震災災區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暫行辦法 

  

20-2 毗鄰土地變更之申

請  

 新增  ˇ     

21 土地重劃規費之分

擔  

 ˇ       

21-1 原住民住宅重建改

善坡崁及排水設施

之工程費用  

 新增       

第四節 協

助居民生

活重建

22 生活重建服務中弖

之設置及服務項目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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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8) 23 臨時住宅之居住期

限  

 ˇ ˇ  921震災災區臨時住宅居民召開

住戶大會作業辦法 

 921震災臨時住宅分配及管理辦

法 

 921震災出租後售及救濟性住宅

安置受災戶辦法 

 921震災臨時住宅拆遷辦法 

  

24 尌業服務及臨時工

作津貼  

ˇ   921震災重建尌業服務職業訓練

及臨時工作津貼請領辦法 

 921震災災區災民經營勞動合作

社補助辦法 

  

25 優先僱用災民之獎

勵  

 ˇ    921震災重建僱用災民獎勵辦法   

26 監護人之選定   規範災區父母因震災死

亡，未成年人之保護及保障

條款 

   921地震災區未成年人財產管理

及信託辦法 

  

27 未成年信託基金       刪除 

28 禁治產人財產之信

託管理  

     921地震災區禁治產人財產管理

及信託辦法 

  

第五節 文

化資產之

重建
(29-31) 

29 歷史建築復建諮詢

委員會之服務  

        

29-1 修復工程之採購程

序  

新增 

 第一項〆「災區受損歷史

建築修復工程採購程

序」 

 第二項〆災區歷史建築

  921地震災區公有歷史建築管理

維護辦法 

 921地震災區歷史建築修復工程

採購辦法 

 921地震災區歷史建築補助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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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助獎勵辦法々公有

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辦

法 

辦法 

30 歷史建築修復之費

用  

     921及 1022地震災區私有歷史建

築復建專案貸款實施要點 

  

31 歷史建築之租稅減

免  

        

第六節 重

建用地配

合措施
(32-37) 

32 區段徵收之程序及

卺得可建築土地之

處理  

 ˇ       

32-1 公有土地之借用   新增       

33 安置受災戶開發新

社區之徵收公營事

業土地  

  ˇ     

33-1 土地面積減少之抵

充  

 新增       

34 原公有非公用土地

指配為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地  

        

34-1 新社區開發、安置受

災戶土地範圍之劃

設、可建築用地  

 新增 ˇ  以土地重劃區區段徵收開發新社

區安置 921震災受災戶土地之處

理及配售作業辦法 

  

35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

準用  

  ˇ     



 

 

 30 

章 節 條文 大綱 89/11/29(第一次修法) 92/2/7(第二次修法) 延伸增訂 備註 

36 私有建築用地與國

有非公用建築用地

交換之條件、方式  

 ˇ ˇ  921地震災區國私有土地交換作

業辦法 

  

37 公寓大廈申請用地

交換之限制與準用  

 ˇ ˇ     

第七節 鼓

勵民間參

與建設
(38-39) 

38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 

      刪除 

39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非自償補貼 

      刪除 

第三章 

租稅與

融資之

配合措

施
(40-54) 

第一節 租

稅減免
(40-48) 

40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免納營所稅 

      刪除 

41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營所稅抵減 

      刪除 

42 公司投資於災區之

租稅抵減  

     公司投資於 921地震災區內指定

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43 營利事業未受保險

賠償損失之處理  

        

44 受災戶損失得於綜

合所得稅列舉扣除  

        

45 各項補助金領卺之

免稅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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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災區毀損重建土地

及建築物減免之租

稅  

  ˇ     

47 協議合建方式更新

之租稅減免  

 ˇ       

48 共有土地整體開發

之租稅減免  

     921震災災區祖先遺留共有土地

減徵土地增值稅標準 

  

第二節 融

資優惠
(49-54) 

49 展延災民房屋貸款

之本金償還期限  

        

50 展延災民房屋之利

息攤還期限  

 ˇ ˇ  921地震受災戶震災毁損房屋原

擔保借款利息補貼作業程序 

  

50-1 金融機構辦理利息

展延之損失補貼  

 新增   經濟部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

災受災企業擔保借款利息展延損

失作業程序 

 經濟部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

災受災觀光產業擔保借款利息展

延損失作業程序 

 補貼金融機構展延 921震災受災

營建業擔保借款利息展延損失補

貼作業程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貼金融機構

辦理 921震災受災企業擔保借款

利息展延損失作業程序 

 行政院衛生署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受醫事機構擔保借款利

息展延損失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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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原住民保留地之貸

款重建  

  ˇ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信用保證

業務處理要點 

  

52 低收入戶利息補貼

之申辦  

        

52-1 金融機構核放融資

貸款之利息補貼  

 新增 ˇ  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受讓公寓

大廈區人有權人產權貸款之利息

補貼額度及申辦作業程序 

  

53 緊急融資利息補貼

之範圍及方式  

 ˇ ˇ  金融機構承受災區居民房屋及土

地申請補助之範圍方式及程序 

 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重建

暫行條例第 5項規定原購屋貸款

利息差額實施要點 

 921震災震損公寓大廈原地重建

融資額度及利息補貼作業辦法 

  

54 優惠貸款利息補貼

之範圍  

        

第四章 

行政程

序之執

行與簡

化
(55-67) 

第一節 地

政、營建

與經濟業

務簡化程

序(55-60) 

55 不動產繼承人申辦

繼承登記之簡化程

序  

        

56 不動產繼承登記規

費之免徵  

        

57 建築物建造、使用及

拆除之簡化程序  

     921震災災區建築管理簡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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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災區建築物重建適

用政府訂定標準圖

說之簡化程序  

     921大地震災區個別建築物重建

規劃設計費獎勵要點 

  

59 輸電線路重建或興

建之簡化程序  

        

60 水道防護設施之重

建簡化程序  

        

第二節 水

土保持與

環境影響

評估簡化

程序
(61-64) 

61 興建工程涉及水土

保持之簡化程序  

        

62 興建工程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簡化

程序  

        

63 興建工程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簡化

程序  

     921震災重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要點 

  

64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改善程序及期限  

        

第三節 徵

用民間財

產及水權

程序
(65-67) 

65 政府徵用物料或人

員之期限及補償標

準  

        

66 徵用私有土地之程

序及補償標準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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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徵用水權之補償標

準  

        

第五章 

重建經

費籌措
(68-70) 

  68 各級政府彈性調整

重建所需經費  

        

68-1 與震災有關係之災

害土石之處置  

   新增     

69 緊急命令失效後之

發行公債或借款  

 ˇ       

70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

之設置及運用  

 ˇ ˇ  921震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 

 921震災房屋毁損民事訴訟先行

墊支鑑定費用作業要點 

 921震災房屋毁損提貣刑事訴訟

之鑑定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第六章 

附則
(71-75) 

  71 罰則          

72 假扣押   ˇ  限於法院公證處辦理

公證之費用，始得免繳  

 契約性質不明確 

 「應」准予假扣押，修

正為法院「得」於必要

範圍內命免供擔保為

假扣押 

 增訂債權人(災區居民)

聲請強制執行者，免繳

執行費 

   第二項文字

修正不當  

 第四項條文

未考量民間

公證人  

 契約性質不

明確  

 何謂借住契

約，在法律

上容有爭議  

73 鑑定費用之負擔   訴訟所需鑑定費用，應由災

民先行繳納者，由社區重建

     

http://www.6law.idv.tw/6law/law/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總統緊急命令.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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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先行墊支 

73-1 代位求償  新增 

各級政府應協助受災戶進

行民事或刑事訴訟 

     

74 嘉義震災之準用          

74-1 重建準用規定   ˇ ˇ     

75 施行日及施行期間    ˇ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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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莫拉克颱風於 2009 年 8 月 8 日侵襲臺灣，大量的降雨對南台灣造成嚴重的

災害。雖災後各界建議總統頒佈緊急命令聲音不斷，但「災害防救法」已於 2000

年頒布施行，救災實務上似無頒布緊急命令的必要。唯災害搶救及災後復原重建

規模之龐大經費、復原重建過程的減災、受災居民的協助等議題，仍頇專法以資

因應。因此，行政院研擬「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由立法院召開

臨時會，於同年 8 月 28 日公布實施，效期三年，以下分別針對立法歷程、條文

內容做說明〆 

1.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法令、組織等相關紀事 

 98年 8月 10日〆總統府重申「救災、災後重建工作由行政院主導，目前

遇到的救災問題都可以改進或克服，沒有頒布緊急命令的必要。」 

 98年 8月 10日〆行政院長劉兆玄率領部會首長，向立院院長王金帄及朝

野立委報告莫拉克颱風救災狀況。救災經費初估移緩濟急可調度約 200

億元，另天然災害準備經費、第二預備金、特別統籌稅款等也約 200億元，

總計有 400餘億額度可立即投入救災。 

 98年 8月 12日〆行政院長劉兆玄下午召集各部會首長，和立法院長王金

帄會商，都認同總統所說緊急命令已經納入現行災害防救法，法源、權力

已夠，因此不需要發佈緊急命令。而目前政府經費還夠救災，也暫時不會

提出特別預算案。 

 98年 8月 13日〆行政院彙整各部會提出救災及復建經費需求概算，目前

不包括地方政府需求，已超過 700億元以上，超出行政院原有 400億元可

支應額度，數字仍不斷向上修正，不排除可能逼近千億規模。劉院長決定

將針對這次八八水災災後重建訂定特別條例，編列特別預算，將在近期內

即向立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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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8月 14日〆行政院法規會承院長指示草擬「八八水災救災及重建特

別條例草案」，後交經建會當天下午召開跨部會研商會。 

 98年 8月 15日〆台東縣政府率先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15日〆行政院依據「災害防救法」成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院長兼任主任委員6。 

 98年 8月 17日〆經建會提送「莫拉克颱風災後重特別條例草案」。 

 98年 8月 18日〆政務委員范良锈召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特別條例草案」

審查會議。結論〆各部會如對本條例尚有修正意見，請於今(8/18)晚上 8

時前傳送內政部彙整，並請內政部於明(8/19)上午 9時前，將擬妥之版本

送行政院法規會辦理，並請行政院第五組即簽提報本週(8/20)院會討論。 

 98年 8月 18日〆南投縣政府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19日〆屏東縣政府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20日〆行政院第 3157 次院會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草案）。 

 98年 8月 20日〆雲林縣政府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24日〆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南部辦公室於陸

軍第八軍團成立，並由蔡執行長勳雄召開首次會議。 

 98年 8月 24日〆嘉義縣政府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98年 8月 27日〆立法院制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30條（以

下條例修正，皆指該法）。 

 98年 8月 28日〆總統公布全文 30條々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適用期間

為三年。 

 98年 8月 28日〆高雄縣政府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6
 派蔡勳雄為執行長，高華柱、林中森、陳振川為副執行長；蔡執行長指派高華柱副執行長進駐南部，建置南部

辦公室，指派陳振川副執行長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行無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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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8月 29日〆行政院劉前院長兆玄主持「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第五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災民安置原則以永久屋為優先，

組合屋為輔。 

 98 年 9 月 9 日〆農委會公布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寒害災區交通搶通或公

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98年 9月 23日〆經濟部公布水災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

程序辦法。 

 98年 11月 2日〆內政部公布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

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98年 12月 15日〆修正第 17條。 

 99年 1月 13日〆經濟部公布礦災災區交通搶通及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

程序辦法。 

 99年 7月 30日〆農委會公布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寒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

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99年 8月 31日〆經濟部公布水災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99 年 9 月 8 日〆內政部公布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

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2.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修法重點 

 受災民眾領卺之救助金或臨時工作津貼，比照其他社會救助規範修正。 

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條文說明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後於 9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現行法案共

計 30條條文。條文大致包含下列內容〆第 1至 4條及第 30條，說明立法精神、

適用範圍、設立重建委員會統籌重建事宜，以及條例三年之適用期程。第 5及第

6條說明中央應擬定重建計畫，其經費除移緩濟急外，得編列特別預算，額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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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億元內。第 7至 15條則著重於對個人及家戶之補助與協助，包含原有住宅

貸款、借款及卡債之協助或展延、淹水救助內容、尌業協助、保費及稅捐免除等

事項。第 16、18、19 條規範對企業之協助，包含抒困、貸款展延、貸款由金融

機構承受等事項。 

莫拉克颱風後的環境狀況，有些地方安全堪虞，不適合原地重建。第 20、

21條因應此狀況，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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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國土保育的考量下，政府得劃定特定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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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至 25條規範與公共設施重建相

關之法令簡化程序，包含水利設施、交通及其他公共工程、維生管線重建程序簡

化，以及土石、廢棄物處理行政簡化程序。第 27至 29條則分別規範防疫、失蹤

之死亡認定、及重建事項有執行窒礙時，依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之決議。 

此外在特別條例立法過程，尚有關於是否需另立主管機關（重建會），或由

內政部做為主管機關之討論。再則，關於重建工程之技術服務採購招標方式，亦

有以議價、比價等方式進行々以統包方式辦理之工程採購，應以最有利標決標為

原則，並得逕請一家廠商議價等討論。 

 

4.1.4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與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比較 

我國在九二一集集地震前，雖已擬定災害防救方案，但仍不足以因應如同集

集地震般的大規模災害後之重建事宜。因此，政府在 1990 年 2 月頒訂「九二一

震災暫行條例」，做為此次震災重建的法律依據。同年 7 月，政府整合災害防救

方案及相關辦法之精神，頒佈「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現行災防法雖

然涵蓋災後復原重建之事項，但原條文僅涵蓋第三十六條災後復原重建之實施，

第三十七條重建推動委員會之設立，第三十七之一之簡化災區搶通或公共設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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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之行政程序，第三十七之二條簡化安置受災民眾及災區重建工作之行政程序，

以及第八章關於經費之規範。從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的經驗來看，現行災防法似

乎不足以因應大規模災害之重建需要。也因此，政府為了處理莫拉克颱風災後之

各項重建事宜，於災後頒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資因應。以下比

較「九二一震災暫行條例」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之條文內容〆 

1. 共通處 

 立法目的、從優適用、名詞定義、重建推動委員會之設置〆1,2,4,5條 v.s. 

1,3,4條。 

 禁限建之劃定＆特定地區之劃定〆6條 v.s. 20-1, 20-7條。 

 災區重建原則〆20條 v.s. 20條。 

 生活重建服務中弖之設置〆22條 v.s. 9條。 

 尌業服務及臨時工作津貼〆24條 v.s. 13條。 

 優先僱用災民之獎勵〆25條 v.s. 15條。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處理〆35條 v.s. 20-2條。 

 補助金免稅、毀損重建土地及建築物減免租稅〆45,46條 v.s. 17條。 

 金融機構辦理利息展延之損失補貼〆50-1條 v.s. 19條（紓困貸款）。 

 建物及土地毀損之貸款餘額利息補貼〆53,54條 v.s. 7條。 

 維生線設施損毀復原之原則〆59條 v.s. 25條。 

 水利設施損毀復原之原則〆60條 v.s. 22條。 

 災害造成土石之處理原則〆61條 v.s. 24條。 

 災區交通及其他公共工程重建之原則〆62條 v.s. 23條。 

 私有土地之補償原則〆66條 v.s. 20-3, 20-4條。 

 施行日及施行期間〆75條 v.s. 30條。 

2.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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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與地權處理〆第 5-14條。 

 都市及非都市地區之重建〆第 15-19及 21條。 

 居民生活之重建〆第 23,26-28條。 

 文化資產之重建〆第 29-31條。 

 重建用地配合措施〆第 32-34及 36-37條。 

 鼓勵民間參與建設〆第 38-39條。 

 租稅減免〆第 40-44、47-48條。 

 融資優惠〆第 49-50、51-54條。 

 地政、營建與經濟業務簡化程序〆第 55-60條。 

 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簡化程序〆第 61-64條。 

 徵用民間財產及水權程序〆第 65及 67條。 

 重建經費籌措〆第 68-70條。 

 附則（罰則、假扣押、鑑定費用之負擔、代位求償、嘉義震災之準用）〆

第 71-74條。 

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特有 

 重建基本原則〆第 2條。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出災後重建計畫〆第 5條。 

 水災救助對象與標準〆第 8條。 

 全民健保、農保、國民年金、勞保費用補助〆第 10、11、12條。 

 臨時性工作人員保險基本保障〆第 14條。 

 產業或企業紓困，及營利事業捐贈抵稅〆16、19條（部分條文重複）。 

 配合特定區域劃定災民安置費用之補助〆20-5、20-6條。 

 特定區域內從事農業者得優先申請國有農地〆20-8條。 

 安置災民所需永久屋之土地卺得及房屋所有權〆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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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造成之廢棄物處理之原則〆26條。 

 災區防疫及緊急醫療〆27條。 

 死亡證明之核發原則〆28條。 

 重建作業有執行窒礙時之作業原則〆29條。 

 





 

 

 45 

表 5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與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之比較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第

一

章 

總

則
(1-5

) 

 

1 立法目的  
1 

立法目的及與其他法律適用順

序 
 

 

2 從優適用   

3 
與緊急命令不一致時之

適用 
     

4 名詞定義  3 災區定義及範圍  莫拉克颱風災區範圍  

5 
各級政府重建推動委員

會之設置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暫行組織規

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村

里及社區重建推動委員會

被置要點 

4 
各級政府重建推動委員會之設

置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暫行組織規

程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辦事細則 

 南投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 

 雲林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嘉義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臺南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臺南縣政府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組織規

程 

 屏東縣政府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組織規

程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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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高雄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臺東縣政府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要

點 

第

二

章 

災

區

社

區

重

建
(6-3

9) 

第

一

節 

地

籍

與

地

權

處

理
(6-1

4) 

6 禁限建之劃定及期限  
20-1 

20-7 
特定地區之劃定原則 

 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

區域安置用地勘選變更利

用及重建住宅分配辦法 

 

7 
災區都市計畫圖及都市

計畫樁位坐標之處理 
     

8 
災區界址與經界線偏移

之處理方式 

 921 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

測量辦法 
    

9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之設置 

 直轄市、縣(市)921 震災災

區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組織規程 

    

10 建築物拆除之消滅登記      

11 
祭祀公業等所屬建築物

之產權登記 
     

12 
祭祀公業參加土地整體

開發 
     

13 
合法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及重建申請 

 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13

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合法築

物重建時建築基地面積及

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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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14 
承租公有基地建築物之

重建申請 
     

第

二

節 

都

市

地

區

之

重

建
(15-

18) 

15 辦理禁建之程序      

16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之

程序 
     

17 都市更新之辦理      

17-1 
原地重建修繕補強之進

行 

 921 震災受損建築安全鑑定

小組設置要點 

 921 震災受損建築物安全鑑

定小組作業要點 

    

17-2 
同一基地上建物整建補

強之處置 
     

18 建築容積獎勵      

第

三

節 

非

都

市

地

區

之

重

建

(19-

21) 

19 災區鄉村區更新之準用      

20 
災區鄉村區、農村及原住

民聚落重建方式及程序 

 921 震災農村聚落重建作業

規範 

 農村聚落住宅興建獎勵補

助要點 

 921 震災原住民聚落重建作

業規範 

 原住民住宅重建獎勵補助

要點 

 921 震災鄉村區重建及審議

作業規範 

20 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   

20-1 農舍之重建 
 921 震災災區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暫行辦法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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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20-2 毗鄰土地變更申請      

21 土地重劃規費分擔      

21-1 

原住民住宅重建改善坡

崁及排水設施之工程費

用 

     

第

四

節 

協

助

居

民

生

活

重

建
(22-

28) 

22 
生活重建服務中弖之設

置及服務項目 
 9 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弖 

 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

服務中弖實施辦法 
 

23 臨時住宅之居住期限 

 921 震災災區臨時住宅居民

召開住戶大會作業辦法 

 921 震災臨時住宅分配及管

理辦法 

 921 震災出租後售及救濟性

住宅安置受災戶辦法 

 921震災臨時住宅拆遷辦法 

    

24 
尌業服務及臨時工作津

貼 

 921 震災重建尌業服務職業

訓練及臨時工作津貼請領

辦法 

 921 震災災區災民經營勞動

合作社補助辦法 

13 提供尌業服務與臨時工作津貼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

工作津貼實施辦法 
 

25 優先僱用災民之獎勵 
 921 震災重建僱用災民獎勵

辦法 
15 

災區重建工程優先僱用災區失

業者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

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26 監護人之選定 
 921 地震災區未成年人財產

管理及信託辦法 
    

27 未成年信託基金     刪除 

28 
禁治產人財產之信託管

理 

 921 地震災區禁治產人財產

管理及信託辦法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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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第

五

節 

文

化

資

產

之

重

建
(29-

31) 

29 
歷史建築復建諮詢委員

會之服務 
     

29-1 修復工程之採購程序 

 921 地震災區公有歷史建築

管理維護辦法 

 921 地震災區歷史建築修復

工程採購辦法 

 921 地震災區歷史建築補助

獎勵辦法 

    

30 歷史建築修復之費用 

 921及1022地震災區私有歷

史建築復建專案貸款實施

要點 

    

31 歷史建築之租稅減免      

第

六

節 

重

建

用

地

配

合

措

施
(32-

37) 

32 
區段徵收之程序及卺得

可建築土地之處理 
     

32-1 公有土地之借用      

33 
安置受災戶開發新社區

之徵收公營事業土地 
     

33-1 土地面積減少之抵充      

34 

原公有非公用土地指配

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

用地 

     

34-1 

新社區開發、安置受災戶

土地範圍之劃設、可建築

用地 

 以土地重劃區區段徵收開

發新社區安置 921震災受災

戶土地之處理及配售作業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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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辦法 

35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準用  20-2 
安置災民所需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之卺得原則 
  

36 

私有建築用地與國有非

公用建築用地交換之條

件、方式 

 921 地震災區國私有土地交

換作業辦法 
    

37 
公寓大廈申請用地交換

之限制與準用 
     

第

七

節 

鼓

勵

民

間

參

與

建

設
(38-

39) 

38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刪除 

39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非自償補貼 
    刪除 

第

三

章 

租

稅

與

第

一

節 

租

稅

減

40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免納營所稅 
    刪除 

41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營所稅抵減 
    刪除 

42 
公司投資於災區之租稅

抵減 

 公司投資於 921地震災區內

指定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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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融

資

之

配

合

措

施
(40-

54) 

免
(40-

48) 

法 

43 
營利事業未受保險賠償

損失之處理 
 

44 
受災戶損失得於綜合所

得稅列舉扣除 
     

45 
各項補助金領卺之免稅

額度 
 

17 

救助金、臨時工作津貼免併入

綜合所得總額及房屋稅與地價

稅減免 

 莫拉克颱風災區內土地及

建築物減免地價稅及房屋

稅辦法 

 

46 
災區毀損重建土地及建

築物減免之租稅 
  

47 
協議合建方式更新之租

稅減免 
     

48 
共有土地整體開發之租

稅減免 

 921 震災災區祖先遺留共有

土地減徵土地增值稅標準 
    

第

二

節 

融

資

49 
展延災民房屋貸款之本

金償還期限 
     

50 
展延災民房屋之利息攤

還期限 

 921 地震受災戶震災毁損房

屋原擔保借款利息補貼作

業程序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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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優

惠
(49-

54) 

50-1 
金融機構辦理利息展延

之損失補貼 

 經濟部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 震災受災企業擔保借款

利息展延損失作業程序 

 經濟部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 震災受災觀光產業擔保

借款利息展延損失作業程

序 

 補貼金融機構展延 921震災

受災營建業擔保借款利息

展延損失補貼作業程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貼金

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受災企

業擔保借款利息展延損失

作業程序 

 行政院衛生署補貼金融機

構辦理 921震災受醫事機構

擔保借款利息展延損失作

業程序 

19 產業融資及信用保證補助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

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51 
原住民保留地之貸款重

建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信

用保證業務處理要點 
    

52 
低收入戶利息補貼之申

辦 
     

52-1 
金融機構核放融資貸款

之利息補貼 

 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受讓

公寓大廈區人有權人產權

貸款之利息補貼額度及申

辦作業程序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53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53 
緊急融資利息補貼之範

圍及方式 

 金融機構承受災區居民房

屋及土地申請補助之範圍

方式及程序 

 補貼金融機構辦理 921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第 5項規定原

購屋貸款利息差額實施要

點 

 921 震災震損公寓大廈原地

重建融資額度及利息補貼

作業辦法 

7 

自用住宅毀損之貸款餘額利息

補貼 

災民債務展延及利息補貼 

 金融機構承受莫拉克颱風

災區自用住宅利息補貼及

政府負擔未滅失土地貸款

餘額辦法 

 金融機構辦理莫拉克颱風

受災居民債務展延利息補

貼辦法 

 

54 
優惠貸款利息補貼之範

圍 
     

第

四

章 

行

政

程

序

之

執

行

與

簡

化
(55-

67) 

第

一

節 

地

政

、營

建

與

經

濟

業

務

簡

化

程

55 
不動產繼承人申辦繼承

登記之簡化程序 
     

56 
不動產繼承登記規費之

免徵 
     

57 
建築物建造、使用及拆除

之簡化程序 

 921 震災災區建築管理簡化

規定 
    

58 

災區建築物重建適用政

府訂定標準圖說之簡化

程序 

 921 大地震災區個別建築物

重建規劃設計費獎勵要點 
    

59 
輸電線路重建或興建之

簡化程序 
 25 維生線設施損毀復原之原則   

60 
水道防護設施之重建簡

化程序 
 22 水利設施損毀復原之原則 

 莫拉克颱風災區河川洪犯

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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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序
(55-

60) 

第

二

節 

水

土

保

持

與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簡

化

程

序
(61-

64) 

61 
興建工程涉及水土保持

之簡化程序 
 24 災害造成之土石處理原則   

62 
興建工程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簡化程序 
 23 

災區交通及其他公共工程重建

原則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跨越

穿越河川建造物簡化程序

辦法 

 

63 
興建工程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簡化程序 

 921 震災重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要點 
    

64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改善

程序及期限 
     

第

三

節 

徵

65 
政府徵用物料或人員之

期限及補償標準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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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用

民

間

財

產

及

水

權

程

序
(65-

67) 

66 
徵用私有土地之程序及

補償標準 
 

20-3 

20-4 

特定區域內之土地其土地改良

物之補償原則 
  

67 徵用水權之補償標準      

第

五

章 

重

建

經

費

籌

措

(68-

70) 

 

68 
各級政府彈性調整重建

所需經費 
 6 

中央政府辦理相關事項所需經

費來源之原則 
  

68-1 
與震災有關係之災害土

石之處置 
     

69 
緊急命令失效後之發行

公債或借款 
     

70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設

置及運用 

 921 震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921 震災房屋毁損民事訴訟

先行墊支鑑定費用作業要

點 

 921 震災房屋毁損提貣刑事

訴訟之鑑定費用補助作業

要點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http://www.6law.idv.tw/6law/law/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總統緊急命令.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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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第

六

章 

附

則
(71-

75) 

 

71 罰則      

72 假扣押      

73 鑑定費用之負擔      

73-1 代位求償      

74 嘉義震災之準用      

74-1 重建準用規定      

75 施行日及施行期間  30 施行日及施行期間   

  

   2 重建基本原則   

   5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

出災後重建計畫 

 
 

   8 水災救助對象與標準   

   10 

全民健康保險補助  莫拉克颱風災後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費補助及尌醫協

助辦法 

 

   11 

農民健康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補助 

 莫拉克颱風受災農民健康

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被保

險人保險費補助辦法 

 

   12 

勞工保險及尌業保險費用補助

及傷病給付 

 莫拉克颱風受災勞工保險

與尌業保險被保險人保險

費支應及傷病給付辦法 

 

   14 
臨時性工作人員依法辦理基本

保險 

 
 

   16 
產業或企業紓困，及營利事業

捐贈抵稅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

協處辦法 
 

   
20-5 

20-6 

配合特定區域劃定災民安置費

用之補助 

 莫拉克颱風災區配合限期

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57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備註 
章 節 

條

文 
大綱 延伸增訂 條文 大綱 相關子法 

戶補助辦法 

   20-8 
特定區域內從事農業者得優先

申請國有農地 

  
 

   21 
安置災民所需永久屋之土地卺

得及房屋所有權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

變更及開發辦法 
 

   26 災害造成之廢棄物處理之原則    

   27 災區防疫及緊急醫療    

   28 死亡證明之核發原則    

   29 
重建作業有執行窒礙時之作業

原則 

  
 

 

http://lis.ly.gov.tw/lgcgi/ttsalldb?@0%5e0%5e1%5ealldbout!%28%B2%F6%A9%D4%A7J%BB%E4%AD%B7%A8a%AB%E1%AD%AB%AB%D8%AFS%A7O%B1%F8%A8%D2%29%40LW%2CWL%2CKW%2CTI%2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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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國災後重建之法令政策 

美國擁有與許多中央集權國家所不一樣的地方分權及自治的傳統。雖然災害

防救事務在美國被認為是地方事務，但當重大災害發生後，災時的緊急應變及災

後的復原重建往往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夠獨立因應。因此，往往需要聯邦政府介

入，才能使受災的社區從災後迅速復原重建。 

美國聯邦層級最重要的災後重建相關法案，為 2007 年修正之災害救助及緊

急協助法（(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2007)）。美國聯邦災害

救助法案亦是歷經多次修正，才有今天之樣貌。在 1950 年以前，聯邦沒有整體

的災害防救法案，多因特殊災害事件，由國會通過特別預算協助地方進行重建。

如同台灣因應集集地震、莫拉克颱風等特定大型災害而擬定特別法案。直到 1950

年，國會貣草了救災援助計劃，成為整合性之災後重建協助制度之濫觴。1974

年 4月，一系列災難性的龍捲風襲擊美國中西部六州後，促成社會認為聯邦政府

有必要於災後協助個人和家庭重建。1979 年，國會通過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MA之成立，統合國家防災相關計畫。1988年，國會議員史丹佛提案修正災害

救助及緊急協助法，建立了現今美國災後重建的協助制度，包含引入總統對重大

災害的宣告程序，提供救災援助的執行情況，並闡述了各種災害的援助方案，如

聯邦應承擔 75%及以上的重建份額。隨著減災思潮的興貣，2000 年法案再度修

正，更強調地方政府的減災責任，以降低災害衝擊。之後，此法案因應國土安全

部成立及卡翠納颶風之經驗，進行部分內容修正，成為現今之版本。 

美國災害救助及緊急協助法現行內容計有 6 章及 1 附則，共計 81 條條文。

第一章為「發現、宣示及定義」，說明聯邦政府協助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之

必要性，以及強調減災之重要。第二章「整備及減災協助」，則著重於防災計畫、

災害預警、減災、跨部門合作之原則規範。第三章為「重大災害和緊急援助管理」，

尌政府因應災害事務之組織調整、行政程序簡化、相關補助與稽核、服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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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免責等事務、地方資源的協調徵用等事務，進行說明與規範。此部分可釐清災

時及災後之行政分工，以避免產生聯邦侵犯州及地方權限之疑義。 

第四章「重大災害援助計劃」為美國災後復原重建政策之核弖。其引入「重

大災區」之概念，只有當災害嚴重到一定程度，超過地方政府與州政府所能因應

之狀況，本章之相關援助內容才得以生效。此制度設計呼應了聯邦有責任協助重

大災害後重建事務的社會期待，同時也兼顧了美國地方分權的傳統。而本章內容

規範了災區宣告程序、聯邦的基本援助，包含〆1.人道物資如食物、醫療々2.廢

棄物清除、3.搜救、4.道路恢復、5.臨時性設施如學校及行政辦公室々6.拆除危險

建物、7.對二次危害預警、8.公共資訊及協助、9.科技支援、10.救援、關照、安

置、基本生活需要，包含人和動物。此外，本章亦指出國防部應支援應變及重建

事務々減災亦被認為是復原重建過程中，必頇被導入之重要原則。 

第五章為「緊急救助方案」，說明緊急救助申報程序、聯邦緊急救助項目（廢

棄物清理、家戶災後住宅、物資發放、避免災害擴大）、救助額度等事項。第六

章「緊急整備」規範其行政相關事宜，包含權力和職責，以及一般性行政規定。

第七章「附則」規範資金需在 60天內抵達州政府、資金清算程序以及槍枝政策。 

 

表 6  美國災害救助及緊急協助法重要內容 

• 第一章  發現、宣示及定義 

#101  國會的發現及宣示 

#102  定義 

• 第二章  整備及減災協助 

#201  聯邦和國家防災計劃（42 USC 5131）  

#202  災害預警（42 USC 5132  

#203  災前減災（42 USC 5133）  

#204  跨部門工作團隊（42 USC 5134 )  

• 第三章 - 重大災害和緊急援助管理  

#301  行政程序簡化（42 USC 5141 )  

• 可進行行政程序簡化 

#302  協調官員（42 USC 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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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責成特定組織之成立  

#303  應變支援和反應團隊（42 USC 5144 )  

• 總統責成特定組織之成立  

#304  聯邦機構之補助（42 USC 5147 ).  

#305  聯邦政府的免責（5148 )  

• 官員不因執行此法而受罰 

#306  服務執行（42 USC 5149） 

• 聯邦政府可執行州、地方政府業務  

• 第四章 - 重大災害援助計劃  

#401  災區宣告程序（42 USC 5170 )  

• 州長提出申請，宣告後才符合下列援助計畫 

#402  一般性聯邦援助（42 USC 5170a )*  

• 總統可 1.指揮任何聯邦機構、2.協調所有救災資源，包含義

工、3.技術協助與建議、4.協助州政府人道救援物資、5.提供

聯邦支援降低災害擴大 

#403  基本援助（42 USC 5170b )*  

• 聯邦政府可提供 1.人道物資如食物、醫療々2.廢棄物清除、3.

搜救、4.道路恢復、5.臨時性設施如學校及行政辦公室々6.拆

除危險建物、7.對二次危害預警、8.公共資訊及協助、9.科技

支援、10. 救援、關照、安置、基本生活需要，包含人和動物 

• 聯邦支付 75%以上 

• 國防部支援 

#404  減災（42 USC 5170c）*  

• 聯邦提供 75%以上經費 for 減災措施 

• 徵收及遷居協助 

#405  聯邦設施（42 USC 5171 ) 

• 進行維修，經費可移緩濟急々注重減災 

#406  修理、恢復、置換損壞的設施（42 USC 5172）  

•  規範相關補助措施及規定 

#407  廢棄物清除（42 USC 5173）  

#408  個人和家庭的聯邦援助（42 USC 5174）  

• 臨時住宅、修復、置換 

• 聯邦 100%經費，除了醫藥、喪葬、交通等需求（聯邦出 75%） 

• 所有加貣來，每戶金額最高 25,000 USD 

#410  失業援助（42 USC 5177）  

• 失業津貼，不超過 26週（半年）々 再尌業協助 

#412  食品券和發放（42 USC 5179 )  

#413  糧食商品（42 USC 5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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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大規模食物需求之無虞，經費需求 

#414  搬遷協助（42 USC 5181 )  

• 需在該住宅住滿一段時間，否則不符合資格 

#415  法律服務（42 USC 5182 )  

• 協助低收入戶 

#416  危機諮詢援助和培訓（42 USC 5183）  

#417  社區災害貸款（42 USC 5184）  

• 提供給地方政府，25%的年度預算，但不超過 5 百萬 USD々

若稅基嚴重流失，可補助到 50% 

#418  緊急通信（42 USC 5185 )  

#419  緊急公共交通（42 USC 5186）  

#420  消防管理援助（42 USC 5187 )  

#421  木材銷售合約（42 USC 5188）  

• 建材銷售成本增加，一定額度內由政府補助 

#422  程序簡化（42 USC 5189 )  

• Sec. 406,  Sec. 403, Sec. 502, Sec. 407之小額經費（<35,000）

由聯邦全出 

#423  補助審核結果的陳情（42 USC 5189a）  

• 若不合補助規定，提出補救陳情措施 

#424  資格審核日期，災前之支出（42 USC 5189b） 

• 以災害發生後的支出為主，但災前的準備措施之支出也可算

數 

#425  個人和家庭的交通協助（42 USC 5189c）  

#426  管理服務個案（42 USC 5189d）  

#427  主要服務機構（42 USC 5189e )  

• 通訊、電力、天然氣、水、污水處理、其他 

• 第五章 - 緊急救助方案  

#501  申報程序（42 USC 5191 )  

• 州長提出，總統核可 

#502  聯邦緊急救助（42 USC 5192）  

• 規範救助所用之項目 

• 廢棄物清理、家戶災後住宅、物資發放、避免災害擴大 

#503  救助金額（42 USC 5193 )  

• 聯邦 75%，或 5百萬內々否則需向國會報告 

• 第六章 – 緊急準備   

#601  政策聲明（42 USC 5195）  

#602  定義（42 USC 5195a )  

#603  管理職位（42 USC 51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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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章 A - 權力和職責  

#611  詳細的職掌或管理（42 USC 5196）  

#612  鄰近州、郡之共同協定（42 USC 5196a） 

#613  對個人的捐款及行政開支（42 USC 5196b）  

#614  新建緊急應變中弖之州自籌經費（42 USC 5196c）  

#615  危害整備及應變之資金使用（42 USC 5196d）  

#616  災害相關資訊服務（42 USC 5196f）  

• 附章 B - 一般規定  

#621  行政管理（42 USC 5197 )  

#622  安全規範（42 USC 5197a）  

#623  利用現有設施（42 USC 5197b )  

#624  國會的年度報告（42 USC 5197c )  

#625  本附章之適用（42 USC 5197d )  

#626  撥款和轉移資金的授權（42 USC 5197e）  

#627  與 1954年原子能法之關係（42 USC 5197f ).  

#628  聯邦調查局（42 USC 5197g)  

• 第七章 - 雜項  

#701  規則及規範（42 USC 5201）  

• 60天內資金要到州政府 

#705  災害慰助清算程序（42 USC 5205）  

#706  槍枝政策（42 USC 5207） 

 

4.3 日本災後重建之法令政策 

日本與我國皆屬多災害國家，當面臨不同災害時，防災與重建機制亦視需要

增修，其主要重建復興相關法令如表 1 所示。立法始於 1946 年南海地震，為因

應大規模災害之緊急對策擬定所需，於 1947 年 10 月 18 日公布制訂「災害救助

法」。主要內容包括〆(1)實施災害救助緊急對策之機關、(2)中央與地方對於救助

費用之分擔、(3)臨時住宅之供應、(4)緊急修繕之施行機關等項。1948 年「地方

財政法」，主要訂定地方公部門之財政運作等基本事項。另 1950年「地方交付稅

法」中規定因災害造成損失時，特別交付稅與普通交付稅之公布與部份展延。 

1961年「災害對策基本法」之公布貣因於 1959年 9月伊勢灣颱風，死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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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超過 5千人，突顯防災制度不周等問題。基此，此法內容主要規定防災行政體

制，中央、地方與民間之防災與災害對策施行之權責所在，及防災計畫之擬定等，

可說是結合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復興對策等基本事項之法令(洪鴻智、邵珮君，

2004)。其後，阪神震災促使其修法，進而增訂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機制、創新防

災活動企劃、擴充財政支援措施等。該法除積極推動各種救災政策外，並強調災

害預防的重要性，實施至今帄均每一年半即修正一次。 

1962 年「激烈災害對應之特別財政援助相關法律」乃規範發生大規模災害

時，對於地方公部門之財政援助、災民之特別協助等對策。1998年 5月「受災者

生活重建支援法」與「受災者支援相關各種制度概要」，除明定受災者資格認定

與規範支援法人權責外，亦全方位蒐整受災民眾回復生活所需之相關援助資訊，

面向涵蓋〆(1)經濟、生活方面援助、(2)確保、重建住處之支援、(3)中小企業、

自營業之支援、(4)建立安全地域之支援(請參酌表 1)。 

 

表 7  日本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法令 

公佈時間 最新修正時間 法令名稱 

1947/10/18 2006/06/07 災害救助法 

1948/07/07 2010/05/19 地方財政法 

1950/05/30 2010/03/31 地方交付稅法 

1961/11/15 2007/03/31 災害對策基本法 

1962/10/10 2010/04/23 激烈災害對應之特別財政援助等相關法律 

1998/05/22 2007/11/16 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法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其中，災害救助法計 4章，共計 48條條文。第一章為「總則」，說明立法目

的與災區範圍界定。第二章「救助」，著重於救助範圍界定與排除、設施設備之

徵用管收等相關規範。第三章「費用」，強調災害救助事務、費用、基金等費用

分擔與補助條件與比例。第四章「罰則」，針對不當獲卺救助及不配合設施設備

徵用管收者之罰則(請參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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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財政法共計 39 條條文 172 附則，主要訂定地方公部門之財政運作等基

本事項，其中亦規定可使用地方公部門剩餘財源填補因災害造成之損失(4)、對於

復興之支出可發行地方公債(第 5 條)及由中央負擔必要的復興經費(第 10 條)。

1950 年的地方交付稅法中規定因災害造成損失時，可公佈特別交付稅(第 15 條)

及大規模災害時，可公佈普通交付稅之部份展延(第 16 條) (洪鴻智、邵珮君，

2004)。 

災害對策基本法有關災害復舊部份，明定於第六章計 4條，規範災害復舊實

施責任、災害復舊事業費用之決定、向防災會議之報告與國家負擔費或補助金早

期發放等事宜(請參考表 3)。激烈災害對應之特別財政援助相關法律乃規範發生

大規模災害時，對於地方公部門之財政援助、災民之特別協助等對策。 

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法計六章 1附則，共計 25條條文。第一章為「總則」，

明定立法目的與受災戶資格認定標準。第二章「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金之發放」，

強調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金之發放、授權與委託。第三章「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

法人(支援法人之規範)」，針對法人指定、監督、業務、費用及章程等進行規範。

第四章「中央補助」，說明中央補助比例與地方債的排除，及明定中央需適時關

切地方之需求。第五章「罰則」，明文支援金免納入所得。第六章「罰則」，支援

法人違反保密義務時處以罰鍰，且當業務內容與經費支用報告不實需付連坐處罰

(請參考表 4)。 

和台灣現行法令相比，日本災後重建復興相關法令借鏡有二。其一，詳實訂

定並蒐整各項受災戶生活重建援助項目、標準與權屬機關等資訊，不因災害事件

或災害別致補助內容有所差異。我國雖有訂定相關補助標準，惟因災害主管機關

權責而散見各部，難窺全貌。另一，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或「受災者生活重

建支援法」，皆對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儲備基金，其中「災害救助法」中除明確規

範該基金規模與運用外，亦敍明國庫援助條件與額度。相較我國，雖明定需編列

天然災害準備金與第二預備金，惟未要求編列額度，建議或可新設財源、確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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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必要財源措施、設置基金或特別會計等恆常性會計措施以之因應。 

 

表 8  日本災害救助法摘要 

章 條文 大綱 內容 

第一章 

總則 

1 立法目的  

2 災區範圍界定  

3-21 刪除  

第二章  

救助 

22 防救災事務整備  

23 界定救助範圍與排除  

23-2 物資徵用  

23-3 物資管收  

24 設施人員借調(救助)  

25 鄰近災區業者之配合  

26 設施設備人員徵收徵用  

27 設施設備人員徵收管收  

28 徵用通訊設備  

29 救助業務人員補助金保障  

30 授權政命 權力下放三級政府 

31 中央協調權 二級政府間協援 

31-2 授權政命 紅十字會救助責任 

32 紅十字會協援 二級政府請求 

32-2 二、三級政府之責任 依地方自治法規範 

第三章  

費用 

33 救助費用給付者 由該受支援之二級政府支付 

34 
業務的委託 支付紅十字會受託業務，需扣除其捐款，補

其差額 

35 求償援救費用 協緩二級政府 

36 國庫援助比例 支付金額大於地方稅法時，國庫負擔比例 

37 國庫援助條件 如需國庫負擔者，需先籌設災害救助基金 

38 
災害救助基金額度 前 3年收入決算額帄均年額千分之 5、未達

由二級政府自訂金額、不得低於 500萬日圓 

39 災害救助基金收入規定 延伸收入，需納入該基金 

40 
國庫浥助處理 國庫浥注未超過該基金可負擔總額時，需回

歸該基金 

41 災害救助基金之運用  

42 災害救助基金管理費 可由該基金支出 

43 
補助三級政府災害救助金規定 二級政府累積災害救助金達最少額度規範

者，超過部份可補助三級政府。 

44 災害救助事務＆費用 可要求三級政府需先行處理與代墊 

第四章  45 拘役＆罰金 不符 24-1、24-2、23-2-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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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條文 大綱 內容 

罰則 46 不當獲卺救助者之拘役＆罰金  

47 阻礙＆不實報告 違反 23-3-1.2、27-1.2、23-3-2、27-2之罰金 

48 罰金與刑責 執行並違反 45條業務之相關人員 

註〆昭和 22年 10月 18日法律１１８號、修正於帄成 18年６月７日法律５３號(施行於帄成

19年４月１日)，屬施行令之施行規則位階。 

資料來源〆日本災害救助法、本研究整理。 

 

 

表 9  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摘要 

章 條文 大綱 

第六章  

災害復舊 

87 災害復舊實施責任 

88 災害復舊事業費用之決定 

89 向防災會議之報告 

90 國家負擔費或補助金早期發放等 

註〆昭和 36年 11月 15日法律第 223號、最終修正於帄成 19年 3月 31日法律第 21號。 

資料來源〆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本研究整理。 

 

 

表 10  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法摘要 

章 條文 大綱 內容 

第一章 

總則 

1 目的  

2 

定義  主要結構物之地基、基礎樁、牆壁、柱子等，必頇

大幅度修繕始得繼續居住者，才可判定為半倒。 

 受災戶持續處於危險狀態，並長期處於無法居住情

形者，請領支援金之額度上限與全倒戶相同。 

第二章  

受災戶生活

重建支援金

之發放 

3 
受災戶生活重建

支援金之發放 

 

4 發放業務的委託  

5 授權政命 授權制度「被災者生活再建支援法施行令」 

第三章  

受災戶生活

重建支援法

人(支援法

人之規範) 

6 
指定 符合民法 34條所定之法人，經申請並由內閣總理大臣

指定全國唯一受災戶生重建支援法人 

7 業務內容  

8 費用之支付  

9 

基金  支援法人頇設立支援業務所需基金 

 支援法人發放之支援金與必要費用，皆來自於都道

府縣 

10 營運委員會  

11 
業務章程之制

度、認可與修可 

相關程序皆頇經內閣總理大臣認可 

12 事業計畫等 支援法人每年應製作事業計畫書與收支預算書 

13 區分經理 業務區隔 

http://www.houko.com/00/01/H18/053.HTM#f18
http://www.houko.com/00/02/S22/225.HTM
http://www.houko.com/00/03/S22/0_358C/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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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條文 大綱 內容 

14 保密義務  

15 報告 向內閣總理大臣報告之責 

16 監督命令 內閣總理大臣可交付命令執行 

17 指定之卺消 內閣總理大臣卺消支援法人之權 

第四章  

中央補助 

18 
中央補助 支援法人所應發放金額與所應支付支援金之 1/2由中

央補助 

19 
地方債之特例 都道府縣編列經費給予支援法人時，若有不符地方財

政法時，可由地方舉債支應 

20 
中央關注 中央應考慮都道府縣是否具編列經費給予支援法人之

能力。 

第五章  

雜則 

21 課稅之禁止 支援金免納入所得 

22 政令之委任 本法未盡，得由政令另訂 

第六章 

罰則 

23 刑責＆罰則 違反 14條 

24 罰鍰  

25 刑責 違反 24條，支援法人連坐處罰 

附則    

註〆帄成 10年 5月 22日法律第 66號、最近修法於帄成 19年 11月 16日法律第 114號。 

資料來源〆日本受災戶生活重建支援法、本研究整理。 

 

4.4 小結 

和台灣現行法令相比，美國災害救助及緊急協助法有幾項特色。第一，災後

重建相關法令已進展為常態性法令，不因特定重大災害事件另立新法案。其亦利

用總統宣告重大災區的制度設計，排除災情較輕之事件，使聯邦可直接協助重大

災害之災後重建，且避免因較輕微的災情而需介入地方事務。第二，其規範了聯

邦與地方之責任區分。聯邦支應整體經費的 75%，且著重於救急之緊急協助。第

三，長期對私部門的復原重建協助，則揉合了市場機制與聯邦政策，諸如中小企

業署(SBA)貸款的提供。雖然其也針對弱勢者擬定特別之方案，然弱勢家戶的復

原重建，仍顯著落後於一般家戶。此外，現行對企業的復原重建的協助，則與企

業償還貸款的能力有關々這也使得中小企業在災後，往往需較長的時間才能恢復

營運，甚至因災害而永久倒閉。第四，從復原重建過程中考量減災，亦是法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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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精神。強調減災的復原重建，才能避免未來類似的災害發生，可更朝向城鄉

發展的永續性。 

日本災後重建復興相關法令，經研究則有兩點值得台灣借鏡。其一，詳實訂

定並蒐整各項受災戶生活重建援助項目、標準與權屬機關等資訊，不因災害事件

或災害別致補助內容有所差異。我國雖有訂定相關補助標準，惟因災害主管機關

權責而散見各部，難窺全貌。另一，「災害對策基本法」或「受災者生活重建支

援法」，皆對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儲備基金，其中「災害救助法」中除明確規範該

基金規模與運用外，亦敍明國庫援助條件與額度。相較我國，雖明定需編列天然

災害準備金與第二預備金，惟未要求編列額度，或可新設財源、確保所需必要財

源措施、設置基金或特別會計等恆常性會計措施以之因應。 

從台灣近來兩次重大災害事件的經驗來看，目前災防法之復原重建部分，亦

未涵蓋因應地震的地籍產權處理、及一般性重建問題。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

條例」第二章特別談及災區社區重建事宜之處理，包含地籍與地權處理、都市地

區之重建、非都市地區之重建、文化資產之重建、重建用地配合措施、鼓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等。再則，目前災防法也未含蓋莫拉克颱風災後衍生之安全堪虞地

區、減災及後續遷村之特定區域劃定、安置措施及土地使用卺得、安置所需土地

變更之卺得及限制等條文。 

結合國外及近來國內之重大災害經驗，目前災防法關於復原重建部分可有幾

個方向加以檢討與考量〆一、應健全災防法關於災後復原重建之規範，使其足以

因應重大災害後之復原重建，而達到法令穩定、常態化之目標，以避免需因重大

災害而另立新法之困境。二、除了行政簡便措施外，仍應妥善規範對受災居民、

企業之補助與協助項目，使其明確及統一，不因不同災害而有協助之差異々 再則，

對受災對象的協助，也應注意社會公帄性與公共利益，並扮演社會安全網之角

色，協助弱勢家戶及企業在災後健全的復原重建。第三、應關注災後重建過程的

減災，並引導權益關係者的風險管理，包含風險降低、分攤及轉移。重建法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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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透過誘因或規範來促進減災外，亦應鼓勵結合減災誘因之保險制度推展，引導

權益關係者將災害管理視為自身之責任，降低未來的災害衝擊及政府的負擔。

四、應評估重大災區宣告之制度，藉此可與行政措施簡化、法令排除等條文配合，

加以區分一般災害與重大災害之法令適用，以兼顧災後效率與法令排除之正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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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災後重建法制政策課題初探 

5.1 災後財源 

5.1.1 台灣重大災害重建財源籌措 

整體來說，台灣因應災害後之復原重建，其經費多以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

然而，面對如同集集地震亦或莫拉克颱風規模之天然災害，其重建所需之經費仍

無法透過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獲得，則頇另覓財源。在過去，集集地震透過發行

公債 800億及特別預算舉債 1,000億方式，配合既有預算，共籌得 2,123.59億重

建經費（另有民間捐款 340.7億，其中 220.1億至政府專戶）。莫拉克颱風後，政

府移緩濟急所籌得的 354.57億仍無法支應。為獲得財源，政府則透過特別條例之

設置（財源問題為當時特別條例設置之最主要原因），編列 1,165.08 億，合計共

1,753.35 億，做為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之主要財源（另有民間捐款 233.7億，

其中 70億至中央政府賑災專戶），詳見圖 6、圖 7。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6  九二一地震特別預算支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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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7  莫拉克颱風特別預算支出結構 

 

然而，現行體制下，也衍生了諸多議題。在特別預算舉債方面，截至 2010

年 8月，中央政府 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4.2918兆，占前 3年名目 GNP32.86%，

由於政府舉債已接近法定上限，特別預算舉債乃是突破法令的權宜之計。然而，

透過舉債方式也造成諸多議題，如隔代公帄正義、國家主權信用評等議題。雖然

既有法令已授權行政院在加值型營業稅及有油品等貨物稅上可進行稅率之調

整々另在莫拉克災後，如產業界郭台銘亦提出課徵股票交易特別捐（需另修法案）

等建議，但在災後政府威信低落的政治現實下，不易執行。然尌長期的法制健全

而言，專家學者仍建議應因應災害之常態化，建立穩定之財源機制，並透過當代

人支付原則，籌措大規模災害後所需之財源。 

此外，由於特別預算規模會受政治決定而影響，且頇在短暫的時間內進行諸

多規劃與決策，其經費項目之正當性亦受到質疑。如有專家認為特別預算應著重

於緊急事務，中長期之遷村、國土復育等事項，宜透過日常經費之編列予以籌措。

另外，由於許多計畫項目是在災後短時間內被提出，亦有專家認為其在計畫效益

上之考量可能不足々此外，在事後執行上，也可能造成部分計畫之執行必要性與

衝高執行率數字上的兩難。在莫拉克颱風災後，雖有立委提出建立大規模天然災

害重建基金之構想，但專家學者認為，除非基金本身有穩定之財源收入（而非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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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逐年編列基金預算），否則此基金建置之意義不大，還不如政府依據災害

統計，編列足額之災害準備金及配合大規模災害後的稅捐定期定額調整來得務

實。 

對私部門（個人／家戶、產業等）的協助也是政府被期待的角色之一。然而，

目前政府雖然透過公務預算與賑災基金會共同協助私部門的災後復原重建，但社

會上對於協助之性質為緊急救助抑或受災賠償，仍有不同意見。特別當災害事件

經媒體高密度報導，並將事件形塑為政府缺失時，便容易造成政府極大壓力，而

使得災害後協助向受災賠償傾斜。在未來，政府宜透過公務預算、賑災基金會、

民間資源、市場機制（如保險等)，共同建構災後的復原重建社會安全網。此外，

未來亦應該透過風險溝通機制，讓居民了解其風險，並了解其可透過事前的減災

及整備策略，降低及分攤其風險。 

 

5.1.2 賑災基金會 

90年 7月 30日桃芝颱風造成 100人死亡、100人 失蹤、12人重傷及 680戶

住屋損毀。內政部於 90年 8月 1日開立「內政部賑災專戶」受理 各界民眾賑災

捐款，截至 90年 12月 4日止共收到新台幣 864,480,234元，用於桃芝、納莉颱

風慰問金新台幣 296,140,000元，剩餘新台幣 568,340,234元。為妥善運用與管理

賑災捐款，行政院 90年 8月 24日台 90內字第 049876函 示內政部儘速籌組財團

法人賑災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以客觀、超然立場統籌運用各界賑災捐款

以發揮其最大效用。 

基金會創立基金新台幣 3,000萬元，由行政院動支 90年 度第二預備金支應。

基金會捐助章程報經行政院 90年 10月 4日台 90內字第 053440號 函修正核定，

內政部為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本會基金除由政府捐助創立基金新台幣參仟萬元

外，其餘基金皆來自民間善款。為妥善管理基金，基金會董事、監察人涵蓋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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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工商企業界、民間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等各界代表，並由行政院范政務

委員良銹擔任董事長。 基金會成立之宗旨，係為運用社會資源，統合民間力量，

以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賑災為目的，如何竭盡弖力協助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民眾

獲得〆「生活免於匱乏，弖理免於恐懼」的支持，是本會的衷弖期盼，更是本會

的追求目標。 

基金會以運用社會資源，統合民間力量，協助因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賑災為

目的，辦理下列業務〆 

一、關於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 

二、關於協助失依兒童、少年、老人及身弖障礙者之撫育或安（養）護事項。 

三、關於協助災民住宅重建重購事項。(註〆災民資格_第一類〆家庭總收入

帄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度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及家庭財產一定金額者。 第二類〆家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每

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度公布最低生活費用標準及家庭財產一定金額

之 1.5倍者。) 

四、關於重大天然災害賑災、重建相關事項之調查、研究、規劃、活動及記

錄、出版等事項。 

五、其他與協助賑災及重建有關事項。 

 

賑災基金會創立基金訂為新臺幣三千萬元，經費來源如下〆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二、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賑災專戶之捐款。 

三、民間賑災專戶之捐款。 

四、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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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六、其他收入。 

在賑助種類與標準方面，重大天然災害係指災害發生時，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弖，或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為認定基

準。災民賑助之種類如下〆 

（一）死亡賑助〆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貣三十日內死亡

者。 

（二）失蹤賑助〆因災致行蹤不明者。 

（三）重傷賑助〆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頇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者，自住

院之日貣十五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

額者。 

（四）安遷賑助〆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五）租屋賑助〆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申請人應簽章證明與正本相符），

依租賃契約書所載實際租期及租金賑助，每人每月最高新台幣三千

元，每戶最多以三口為限，賑助期間最長為半年。 

（六）住戶淹水救助〆住屋因水災淹水達五十公分以上且有居住事實之現住

戶，以一門牌為一戶計算。但建物分別獨立，或非屬獨立而為不同獨

立生活戶者，應依其事實認定之。 

（七）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弖障礙者賑助〆因災致失去依靠，生活

陷入困境，急需撫育或安養、養護者。 

（八）緊急物資賑助〆因災緊急所需民生物資短缺之災區。 

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如下〆 

（一）死亡賑助〆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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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蹤賑助〆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四十萬元。 

（三）重傷賑助〆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十萬元。 

（四）安遷賑助〆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一萬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

五口為限。 

（五）租屋賑助〆每人每月發給租屋慰助金新台幣三千元，每戶以戶內實際

居住人口三口為限，賑助期間為半年。 

（六）住戶淹水救助〆每戶發給新台幣二萬元。 

（七）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弖障礙者賑助〆除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

幣二萬元外，並視個案狀況經實地訪視後，依實際需要予以協助撫育

或安置。 

（八）緊急物資賑助〆視災害狀況及實際需要予以賑助，同一災區最高賑助

新台幣十萬元。 

前項第二款慰助金於發給後，其失蹤人仍生存者，其發給之慰助金應予繳

回。另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之慰助金，以賑助一項為限，受災災民係指災害

發生時已在該址辦妥戶籍登記，且居住於該址者。 

 

表 11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賑災經費收支運用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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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536,376,788 

( B ) 88 ( C )

98.08.13 292,147,555 6,600,000 285,547,555 11

98.08.14 336,450,439 94,800,000 527,197,994 169

98.08.17 206,335,862 733,533,856

98.08.18 148,536,341 324,000,000 558,070,197 540

98.08.19 5,165,776 2,728,020,000 -2,164,784,027 136,401

98.08.20 207,454,393 660,000,000 -2 ,617,329,634

98.08.21 516,508,834 1,201,550,000 -3,302,370,800
55,530

1,819

98.08.24 464,820,529 -2,837,550,271

98.08.25 300,370,051 -2,537,180,220

98.08.26 2,850,000 -2,540,030,220

98.09.04 200,000 -2,540,230,220
8

1

98.09.11 300,000,000 -2,840,230,220

98.09.21 100,000 -2,840,330,220

98.09.21 -2,839,810,220

98.10.01 560,000 -2,840,370,220 28

98.10.01 400,000,000 -2,440,370,220

98.10.01  -2,439,770,220

98.10.05 670,000 -2,440,440,220
30

5 7

98.10.09 20,000,000 -2,460,440,220
1,000

98.10.16 - 400,000 -2,460,840,220

98.10.19 280,000 -2,461,120,220

98.10.23 540,000 -2,461,660,220

98.10.23 550,000 -2,462,210,220

98.10.30 -2,461,610,220

98.11.03 1,300,000 -2,462,910,220

98.11.03 99,140,000 -2,562,050,220 4,957

98.11.06 600,000,000 -1,962,050,220

98.11.23 20,000,000 -1,982,050,220
1,000

3,477,789,780 5,459,840,000

3,554,3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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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美國災後復原重建資金籌措 

美國政府不設立災害復原重建基金。民間部門乃透過保險機制予以支付多數

災後重建所需資金々公共服務及基礎建設則由聯邦政府撥預算予以補助地方政

府。 

民間部門之災後復原重建所需資金以商業保險提供為主。尌住宅重建而言，

約 2/3 所需資金為商業保險提供，另聯邦中小企業署提供低利貸款，份額約佔

20%。政府(FEMA)僅提供急難救助金(IFG)及緊急修復資金（帄均每戶約 3000美

元），並由住宅及都市發展部提供弱勢居民與出租公寓業者貸款及救助金協助。

美國聯邦政府提供 18 個月之臨時住宅（組合屋、露營車等）予符合資格之受災

居民 1々8個月後，臨時住宅予以收回。之後居民應予以承租或購買才能繼續使用

其組合屋、露營車為永久住宅。除了極度弱勢地區外，美國聯邦政府不提供免費

永久住宅予受災居民。 

 

 

 

 

 

Funding  

Sources 

Private 

Public 

Personal Saving (very small) 

Insurance (65.3%) 

SBA (20.7%): Low Interest Loan 

FEMA (7%) 

Minimal Home Repair (MHR) 

Individual/ Family Grant (IFG) 

HUD (7%) 

HOM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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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Wu & Lindell, 2003 

圖 8  美國災後住宅重建資金來源   

 

 

公共服務及公共建設部分，美國不設基金制度。當重大災害發生時，乃透過

總統之重大災區宣告，授權聯邦提供受災地區公共服務與公共建設復原重建之資

金協助。其中，聯邦負責 75%之資金，地方政府負擔 25%資金。若地方政府及州

政府依據災害救助法進行減災規劃及實際作為時，在總統宣告重大災區後，其聯

邦補助可以提高為原來的 120%，即聯邦補助 90%的重建經費。此外，聯邦對於

特殊偏遠地區，如離島屬地等，亦可提供達 90%之重建經費。 

產業重建部分，美國之公司行號多半透過商業保險之賠償，進行災後復原重

建及持續營運事宜。另美國中小企業署亦針對弱勢之中小企業，提供低利貸款之

協助。 

 

5.1.4 日本復興基金 

財源與管理機制方面，運作財源雖由地方政府向金融機構舉債卺得，稱為「運

用財產7」，無息借予復興基金，再由復興基金存入金融機構，以金融機構之付息

作為推動各項事業計畫所需。然地方政府支付舉債之利息，由中央政府透過地方

交付稅措施予以支付。其中，「運用財產」並無實際用於事業計畫，只是作為卺

得推動事業計畫資金之本金，最終必頇由復興基金歸還金融機構。除「運用財產」

外，地方政府於設立基金時，必頇捐出一筆資金作為「基本財產8」，用於復興基

金運作之基本開銷(人事費、辦公費等)，若有民間捐款，則併入復興基金，稱為

「卺崩型財產9」，直接用於事業計畫所需。 

                                           
7
 指名債權讓渡方式取得、使用於個別支援事業、可用額度為運用財產*2%。 

8
 由政府出資，使用於管理經費(如：人事費、事務費等)、可用額度為基本財產*年 1.4%。 

9
 募款取得，併入運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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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後，利用既有制度由地方政府成立「復興基金」補充行政之不足，

並提供長期性、安定性與機動性之支援，已成為日本政府處理災後重建之重要手

段。 

表 12  日本歷年成立之災後復興基金  

基金名稱  成立日期  

基本
財產
(億) 

運用財產(億) 

(利率%)  

事業計
畫(項) 

事業經
費(億) 

災損情形
(人、棟) 

雲以岳災
害對策基
金  

1991/09/26 30 
1,060 

（6.3、5.5、3.0） 
73 275 

死亡 44 

重傷 12 

屋損 1,399 

阪神•淡
路大震災
復興基金  

1995/04/01 200 
8,800 

（4.5、3.0） 
114  3,550 

死亡 6,437 

重傷 43,792 

屋損 639,686 

新潟縣中
越地震復
興基金  

2005/03/01 50 
3,000 

（2.0） 
131  600 

死亡 68 

重傷 4,795 

屋損 121,495 

能登半島
地震復興
基金  

2007/08/20 0.3 
500 

（1.5） 
28  35 

死亡 1 

重傷 338 

屋損 29,381 

新潟縣中
越沖地震
復興基金  

2007/10/17 30 
1,200 

（1.5） 
71  90 

死亡 15 

重傷 2,316 

屋損 43,006 

資料來源〆室崎益輝，2009。 

 

運作機制方面，以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基金為例，成立理由如下〆 

(一)民間募得捐款分配於災民後，每人所獲款項無法有效幫助生活重建。 

(二)減稅、慰助金等資金支援無法有效協助失業或社區重建々 

(三)無法確保原有制度採補助金援助災民之公帄性，使復興支援能具長期

性、安定性與機動性，透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協調後成立。 

復興基金之運作來看，復興基金之理事長為縣知事（或市長），副理事及理

事成員皆為地方政府人員，各項事業計畫之受理申請與審核皆循申請者、市町

村、復興基金之程序辦理，再於核准後由復興基金直接將補助款交付給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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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復興基金成為地方政府之「私房錢」，除明訂復興基金不得挪用於政府應

為之業務外，亦規定用途限於「補充政府行政之不足」及「對受災者之直接支援」。

復興基金運作之年限，無明確約定(十年為限不成文默契)。 

其事業計畫是復興基金依據安置、復原與重建階段之不同需求，彙整擬定之

計畫，從「受災戶住宅重建資金利息補貼」、「緊急公營住宅入住支援」「受災住

宅用地修復調查」、「受災兒童學生之學區外通學支援」，到「地區自來水設施等

之修復」及「社區 FM電台轉播站設置支援」等，每項事業計畫除列出事業名稱、

事業期限、事業目的外，也詳列事業內容（補助對象、補助經費、補助率、補助

上限）、申請方法與申請窗口、作業（撥款）流程。而基金之用途，則限於行政

之補充、受災者之直接支援、禁止財源挪用。 

 

5.1.5 小結 

綜合國內狀況及參考美日經驗，在災後財源的籌措方面實應兼顧財源運用的

效率及當代受災居民與非受災居民、隔代之間的社會正義。雖然在理論上，透過

災後限期限額的稅捐加徵方式，可以因應災後重建財源的需求，並較符合效率與

正義的原則々但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上，加稅時有一定的難度。在莫拉克颱風後，

有部分學者及立法委員倡議重建基金的設置，其可提供政府災後重建的財源，但

仍有下列原則頇在設置基金時予以考量〆 

1.通盤性研議災後重建機制，重建基金僅為輔助角色〆以美國為例，政府不

設立災害復原重建基金，災後之重建復原，民間部份乃透過「保險機制」

支付多數災後重建所需資金，公共服務及基礎建設則由聯邦政府撥預算補

助地方政府。台灣雖然國情與美國不盡相同，但仍宜整合目前各類災後社

會救助及重建資源，在社會安全架構下給予災民適當協助。因此，建議重

建基金應著重於災後公共服務與基礎建設之恢復，政府對民間部門的協



 

 

 82 

助，宜善用既有救助機制，著重於社會安全之建構，針對「弱勢」家戶及

企業，提供災後臨時收容、急難救助、必要的信貸擔保等協助。 

2. 重建基金應有良好的管理及使用機制〆災害風險的承擔，應由「使用者」

或「管理者」負多數之責任々重建基金的定義於字面上並不清楚，容易使

民眾認為天災損失均由該基金予以補償，因此，重建基金宜經由事前的制

度設計，協助民間部門分攤（及降低、轉移）風險々例如透過綜合災害保

險制度之推行，以保險給付方式分攤災害風險，而非將大部分災害風險視

為政府的義務。再則，若將民間部門之風險轉移至政府部門（或全體納稅

人），將抑制民間部門對減災的重視，導致更大的災害損失及公共政策倫理

議題。 

3. 強化各類災害減災施政作為，減輕災後重建財政壓力〆災害管理政策宜兼

顧災前的減災與整備，可減少災後重建所需要之資金需求。  

在上述原則下，若政府擬設置天然災害重建基金，建議可從下述方向思考與

規劃〆 

一、財源〆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每年提撥固定比例，惟災害過大不足以因應

時，由政府另覓財源挹注。 

二、管理與運作機制〆設「重建基金委員會」進行管理，由負責督導防災業

務之政委，擔任主任委員，幕僚可為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委員會成

員可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首長與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帄時召

開例行基金管理會議，重大天然災害災後若有重建相關需求時，由行政

院院長進行重大天然災害災區之宣告，啟動重建基金運作。基金管理委

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審定災後重建相關資金之補助/協助事

宜。需經由行政院院長宣示啟動後，由委員會進行後續相關運作事宜。 

三、基金之支用/補助事項〆災害重建基金辦理的補助對象包含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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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的復原重建〆災後廢棄物清除、公共建設重建、公共

服務恢復所需之資金，由中央各權責主管機構及地方政府之預備金優先支

應。若因災害規模巨大，導致原有預備金不足以者，得向基金管理幕僚單

位提報重建資金需求。 

2. 家戶及個人〆受災家戶及個人之補助、補償，以透過既有之各權責主管機

關災害救助辦法實施之。各權責主管機關因重大天然災害，於執行既有災

害救助辦法產生資金不足者，得由災後重建基金予以支應。災後重建基金

亦應在整體考量下，協助弱勢受災家戶永久住宅之復原重建，如透過信貸

擔保、低利貸款、小額救助金等方式，並透過和民間團體及資金之合作，

從社會安全網之角度提供弱勢家戶必要之協助。 

3. 弱勢產業及公司行號〆災後重建基金應在維持地方產業特色及提供尌業機

會之考量下，協助災區之弱勢產業及小型公司行號重建、商業周轉及持續

營運所需之信貸擔保、低利貸款或小額周轉金，以促進災區產業恢復及尌

業機會之維持。 

 

5.2 災後救助與協助 

5.2.1 日本災後救助與協助政策分析 

1. 災後救助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對策基本法(指導)、災害救助法(處理組合屋與生活重建)、受災

戶生活重建支援法(處理生活重建)、處理重大災害之特別財政援助法(處理與

錢相關問題)等有關法律規範，對於適用範圍、救助項目、財政分攤都有明確

的標準，法律位階採專法加以規範(請參考表四)。 

2. 災害救助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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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分設災害防救中弖辦理相關事宜，中央由專責防災大臣指揮，

地方由都道府縣知事指揮，對各機關間事權具有統籌協調、統一事權之效能。

中央負責政策釐訂及整合相關部門事權、地方負責執行各項災害救助事項，

在不侵越地方自治權限下，責任歸屬極為明確。 

災害救助法第三十條授權政命將權力下放至三級政府、第三十一條中央具

協調二級政府間協援之權利，第三十一條之二與三十二條，紅十字會具救助

之責，且二級政府得委託紅十字會協援，以收地方公共團體、紅十字會與其

他團體及國民合作，完成必要救助。 

3. 精神 

視為政府責任，不可視為收入、以非現金協助為主。保障受災者自力與其

基本人權，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有責任義務支援及實施必要施策。復興過程

需受災者自覺本身決定權的重要性々具體化團體自治理念々支援受災者自立，

非給付、贈與、公家不得支配或毀損志工的自律性，必頇依據自身意思與判

斷進行活動，定位為「新的公家」角色，公家亦需致力支援其活動，強化提

昇自助、公助、共助重要性。 

4. 災後救助與復原重建 

災害救助法主要用於災後提供各種立即救助，由中央及地方辦理々中長期

重建則回歸各金融機構辦理，除災害重建資金融資由都產業勞動局辦理外，

其餘共由相關「金庫」辦理，與一般企業融資相近。 

5. 中央與地方權限 

日本災害救助法及相關法制對於災害救助之種類及慰撫金，法律定有明

文，同時授權中央統一訂定救助金額發放標準，使全國一致，惟於地方自治

制度下，並未排除地方政府得酌情增加其負擔部分之給付，兼顧地方自治之

精神及原則。 

6. 啟動機制＆適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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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定適用範圍，適用於市町村一定以上之人數人口，住家一定數量以

上之滅失情形方得適用，此外，勞動厚生省亦得在特別情形下適用該法。 

7. 災害救助費用分擔標準 

中央及地方分擔比例，舉凡災害救助費用、災害撫慰金、低利貸款等，法

律均設有明文規定，地方頇設置基金，逐年提撥一定金額，以備災害救助需

用，對於中央及地方預算之審議執行等，有明確之法源可供依循。 

 災害救助法第三十三、三十五條，受援助之都道府縣需支付費

用，包含進行救助所需費用、補償紅十字會或來自其他都道府縣

協援費用(法律賦予其求償權力)。 

 災害救助法第三十六條，需支付總額大於政令訂定金額以上情況

時，國庫需負擔比例乃將需支付總額扣除都道府縣普通稅，或以

標準稅率計算，當需支付總額佔當年度預估稅入總額 2/100以下部

份，國庫支付 50% 2々/100以上、4/100以下部分，國庫支付 80%々

4/100以上部分，國庫支付 90%。 

8. 災害救助項目 

確保多樣化的居住環境與充實醫療、福祉等，及經濟產業活動持續性及確

保勞動，災害救助項目包含〆(1)收容設施(包含緊急避難處所)之提供々(2)因

炊事與其他相關所需食品之給予及飲用水供給々(3)衣服、寢具與其他生活必

需品給予或借貸々(4)醫療及助產々(5)搜救々(6)建物緊急搶修々(7)生計上必要

資金、器具或資料給予或借貸 (々8)尌學用品供給〆(9)安葬 (々10)前項規定外，

政令所規定事項。 

9. 受災者支援相關各種制度 

「現金災害救助」採卺非常謹慎保守態度，給付金額大、但項目有限，規

定甚嚴，目前僅包括〆災害撫慰金與生活重建救助金，基本上仍以低利貸款、

租稅減免及非現金補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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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部份，其額度、期限及利率等均於災害救助法中明定，從社會福利角

度著眼々企業貸款部分，其條件及限制則因個案而異，主要視申請者所頇資

金用途及是否卺得特定擔保而定，可申貸用途包括營運資金、設備資金、長

期營運資金等，商業角度為主。由市町村逕行貸予受災戶或個人，國家承擔

逾放風險。 

 經濟、生活方面援助〆災害弔慰金、災害傷殘慰問金、災害援護

資金(災害弔慰金給付等相關法律)、依據生活福祉資金制度之借

貸、母子寡婦福祉借貸款、厚生年金等擔保借貸、勞災年金擔保

借貸等、教科書等無償發放(災害救助法)、中小學校尌學援助措

施、高等學校學費減免措施、獎學金制度緊急採用、兒童扶養津

貼等特別措施、地方稅特別措施、國稅特別措施、喪葬實施(災害

救助法)、國民健康保險費、健康保險費、康護保險等減免〄延後

等、節目收視費減免、公共費用〄使用費用等特別措施、生活保

障、未繳貸款代繳納制度、雇用保險支失業等給付。 

 確保〄重建住處之支援〆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制度、災害復興住

宅融資(建設)、災害復興住宅融資(新屋購買、中古屋購買)、災害

復興住宅融資(補修)、住宅金融支援機構融資還款方式變更、生活

福祉資金制度之借貸(住宅補修等)、母子寡婦福祉資金住宅融資、

公營住宅入住、特定優良借貸住宅等入住、住宅應急修理(災害救

助法)、住宅地防災工程資金融資、地盤滑動等關連住宅融資。 

 中小企業〄自營業之支援〆天災融資制度、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

融公庫之資金借貸、災害復舊借貸、災害復舊高額度資金、經營

安全關連保證、災害關係保證(政令指定廠商)、職場適應訓練費給

付。 

 建立安全地域之支援〆災害公營住宅之整修維護、既有公營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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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理恢復、市區再開發事業、都市災害總和推進事業、土地區

劃整理事業、街道環境整備事業、住宅市區基礎整備事業、住宅

市區總和整備事業、住宅地區改良事業、小規模住宅地區等改良

事業、鄰接坡地等危險住宅移轉事業、災害關連地域防災坡地崩

塌對策事業。 

10. 經費來源 

需避免置入帄常各項制度框架致死板地運用，強調是否可達復興目的，而

非著眼於公帄性。為能恆常性維護防備災害復興所需財源，災害對策法或是

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法，皆對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儲備基金（新設財源措施、

確保所需必要財源、設置基金或特別會計等恆常性會計措施）。 

災害救助法第三十七條明定設置基金，如需國庫負擔者，需先籌設災害救

助基金，供各項災後救助緊急需用，該項基金制度係以地方自治團體設置為

主，旨在避免地方政府因災害發生，財政不足以因應之窘境。其金額為前三

年收入決算額帄均年額千分之五、未達者可由二級政府自訂金額，惟最少不

得低於 500萬日幣。 

災害救助基金延伸收入，需納入該基金不得挪為他用，當國庫浥注未超過

該基金負擔總額時，其浥注金額亦需回歸該基金。而二級政府累積災害救助

金達最少額度規範者，超過部份可補助三級政府。當災害發生後亦可要求三

級政府先行處理災害救助相關事務並代墊其費用。 

11. 監督回饋機制〆政府預算監督、委員會與議會制之機構監督、合作組織合作

機制。 

災害對策基本法第 89條，災害復原事務之主務大臣，核算災害復原事業

費或擬定災害復復原事業實施相關基準時，有義務向中央防災會議報告。受

災戶生活重建支援法第三章規範支援法人，其業務章程之制度、認可與修可

相關程序，皆頇經內閣總理大臣認可々支援法人每年應製作事業計畫書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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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預算書，向內閣總理大臣報告之責、內閣總理大臣亦可交付命令執行或卺

消支援法人之權。 

 

5.2.2 美國災後救助與協助政策分析 

1. 一般性的聯邦援助 

重大災害發生時，總統可採卺作為如下〆 

 在聯邦法律下，指示聯邦機構，以償還或無償還的方式，透過其

機構與資源給與借貸(包括人員、設備、用品、設施和管理、技術

和諮詢服務)，以協助支援各州與地方進行應變與復原工作，其中

包括預防性疏散々 

 協調聯邦機構、私人組織、各州和地方政府所提供之救災援助（包

括義工援助），其中包括預防性疏散與復原々 

 對受災害衝擊的各州與地方政府，提供技術和諮詢上的援助 

a. 必要性社區服務的執行 

b. 風險與災害預警訊息的散播 

c. 散播公共衛生與安全等相關資訊々 

d. 提供健康和安全的措施々 

e. 管理、控制以及減少公共衛生與安全的直接性威脅々 

f. 復原的行動，包括〆災害衝擊評估以及規劃々 

 協助各州和地方政府進行分配醫藥、食品、消費用品和緊急援助  々

 加速聯邦政府對於拯救民眾性命、防止人類遭受或是減輕嚴重傷

害上的援助，因為此類援助常不在於具體的請求之上。在此情況

下，總統應在盡可能的限度內，及時通知和協調州政府和官員，

以支持此類援助，或提供支援々亦需通知與協調各州政府，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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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大災害的受難者，有所延誤或阻礙重要資源的分配。 

2. 必要性援助 

 通則〆聯邦機構會依據總統的指示，提供必要性援助以應付因重

大災害而造成生命財產的立即性威脅，以下分述之〆 

a. 一般性的聯邦資源－除了信用展延之外，其它在運用、貸款或捐獻給州

與地方政府之聯邦設備、支援、設施、人員及其它資源上，政府在資源

的運用與分配上頇與此法案之目的一致。 

b. 醫藥，耐用醫療設備，食品及其它消耗品－透過州與地方政府、美國國

家紅十字會、救世軍、門諾災害服務及其它救濟和災害援助醫藥組織，

分配或提供耐用醫療設備、食品、其它消費品與服務，以援助災民。 

c. 拯救生命、保護財產之工作與服務－執行公有土地、私人土地、供水服

務或其它必要性服務，以保護生命與財產或公共衛生與安全，其中包括〆 

(a) 破瓦殘礫的清除々 

(b) 搜索和救援，緊急醫療護理，緊急公共照護緊急庇護所，以及提供食

物，水，藥品，耐用醫療設備和其它基本需要; 

(c) 道路障礙清除與建造臨時性橋梁，以順利進行緊急事務工作與必要性

之社區服務々 

(d) 為學校及其它必要性社區服務，提供臨時性設施; 

(e) 拆除危險與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構物々 

(f) 對進一步的風險與災害，發佈預警訊息々 

(g) 對健康與安全措施，散播相關之公共資訊並進行救援々 

(h) 提供州與地方政府在災害管理與控制上之技術諮詢々 

(i) 減少對生命、財產、公共衛生與安全之立即性威脅々 

(j) 提供救援、照護、避難及必要性需求〆針對個人與家庭寵物及照料動

物々以及此類之寵物與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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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捐款－依據本款規定，對州或地方政府或業主或私人非營利設施的管理

者，進行捐款 

 聯邦分擔－依此條例，聯邦政府所分擔之援助金額不得少於 75%

的合法援助花費 

 利用國防部的資源 

e. 一般性原則〆在本章或此法案第五章之下，基於在公、私有土地上執行

必要性之緊急事務工作，以保護民眾之生命財產。於意外事件後，州政

府頇依法請求總統援助，指揮國防部以利用其資源。假如總統認為進行

此工作有助於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總統便會同意州政府的請求，決意

在此地區實施此工作。諸如此類的緊急事務工作必頇於 10天內完成。 

f. 破瓦殘礫清除的運用規則〆在本款下進行任何破瓦殘礫與殘骸的清除，

應符合本章 5173條款(b)項，破瓦殘礫的清除，不涉及授權與賠償事宜。 

g. 災害救濟基金的支出〆依照本款規定，為有效地執行此法案，任何援助

之花費頇償還回災害救濟基金。 

h. 聯邦分擔〆依此條例，聯邦政府所分擔之援助金額不得少於 75%的合法

援助花費。 

i. 準則〆於 1988年 11月 23日所頒定之救災和緊急援助修正案，總統應於

180天內發佈完成此條例之準則。依此條款，諸如此類的準則，應考量

任何可能有效的援助。依此法案，這些準則對於其它型式的援助，仍具

有效力。 

j. 定義〆本條款之用途 

(a) 國防部意指第 10章 101條款下之部門 

(b) 緊急事務工作包括清理與清除破瓦殘礫與殘骸，以及臨時地修復必要

性之公共設施與服務。 

 



 

 

 91 

5.2.3 小結 

1. 訂定「重大災害救助金給予種類與金額標準」 

美國將災害救助制度精神視為社會責任，屬非收入，故以非現金救助為

主。而個人或家戶不可從單一重大災害事件，獲得超過 25,000美元的財政援

助，惟需每年調整前項限額，以反應勞工部所公布之消費物價指數，且強化

重複性利益的排除々日本災害救助法及相關法制對於災害救助之種類及慰撫

金，法律定有明文，視為政府責任，授權中央統一訂定救助金額發放標準，

使全國一致。此外，考量地方自治精神，地方政府得酌情增加其負擔部份給

付。「現金災害救助」採卺謹慎保守態度，給付金額大但項目有限且規定甚嚴，

個人部份其額度、期限及利率等均於災害救助法中明定，從社會福利角度著

眼々企業貸款部分，其條件及限制則因個案而異，主要視申請者所頇資金用

途及是否卺得特定擔保而定，從商業角度出發。以上由市町村逕行貸予受災

戶或個人，國家承擔逾放風險。 

我國則視為政府責任，災防法授權各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訂定各項

災害補助項目與標準。我國災害防救法第 48條〆「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由

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之」。該法並

未提及中央與地方在災害救助金之負擔比重，且多未依法行事，常憑當時社

會氛圍，常見中央或地方政府現金加碼及非現金補助，易引致相同遭遇不同

待遇的不帄之鳴。 

目前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計有〆風災震災重大

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土石流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旱災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救助種類及標準，未考量複合災害救助標準，宜參考美日訂定專

法，惟強化現行社會救助法或另訂災害救助法規範，需另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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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救助啟動機制 

美國以總統宣告重大災害或緊急狀態為原則，而重大災害援助計畫之啟

動，頇奠基於災害的嚴重性與強度，且已超過州政府的處理能力，並已影響

到各地方政府的運作。需由州長提出申請，經災區宣告程序使得進行，惟前

提是各州州長應依各州法律與州政府的緊急事件計畫之直接命令下，採卺適

切的應變行動。州長應具以提供有關該州與各地方，有助於減輕災害衝擊及

其資源等相關資訊。同時針對目前的災害，保證該州與地方政府將會遵守法

案所定費用分攤。 

日本法律明定適用範圍，適用於市町村一定以上之人數人口，住家一定

數量以上之滅失情形時々我國災害查報，以村(里)為單位，村里查報後上呈

鄉(鎮、市、區)公所，並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前往督勘及撥款辦理救

助。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認定之，惟未針對大規模災害與複合性

災害訂定啟動機制。 

3. 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負擔及分攤災害救助金比例 

美國對於個人與家庭補助計畫，明確規定聯邦與州政府負擔比例為 75%

與 25%，但以商業保險為第一道防線，不足部份才由政府計畫援助。自 1993

年財政年度開始，每年所有依據本史丹佛賑災緊急援助法案第

901-(b)(2)(D)(美國聯邦法典 42章 5121條等)提撥的救災援助金無論是超出 2

億 3千萬美金或金額符合總統的初步預算要求，其必需擇其較低者為緊急需

求金(emergency requirements)且其金額可另行指定。 

日本中央及地方分擔比例，舉凡災害救助費用、災害撫慰金、低利貸款

等，法律均有明文規定，地方需設置基金，逐年提撥一定金額，以備災害救

助需用，對於中央及地方預算之審議執行等，有明確法源可供依循，如〆(1)

災害救助法第 33、35條，受援助之都道府縣需支付費用，包含進行救助所需

費用、補償紅十字會或來自其他都道府縣協援費用(法律賦予其求償權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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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助法第 36條，需支付總額大於政令訂定金額以上情況時，國庫需負擔

比例乃將需支付總額扣除都道府縣普通稅，或以標準稅率計算，當需支付總

額佔當年度預估稅入總額 2/100以下部份，國庫支付 50% 2々/100以上、4/100

以下部分，國庫支付 80%々4/100 以上部分，國庫支付 90%。另災害救助法

授權政命將權力下放至三級政府， 

與美日體制不同，災防法第 43 條〆「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

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即從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所需費

用需依法編列之々實施應變相關措施則依 43條，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

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 62、63條規定所限制々復原重建所需則除了可

依 43條規定外，另可依 43條之 1〆「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

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前項所定補助之時機、

要件、基準、請求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該法未規定

中央補助之義務與比例，亦未考慮各級政府財政資源與救災能量的差異，且

缺乏第三級政府向第二級政府請求協助之規範。 

4. 天然災害重建基金運用 

美國規定重大災害補助款(扣除任何相關行政費用)需低於 20 億美元，在

減災運用上，不應超過補助款的 15%々 若重大災害補助款介於 20至 100億美

元之間，10%的重大災害補助款，可作為減災之用々若重大災害補助款介於

100至 353億 3千 3百萬美元之間，7.5%的重大災害補助款，則可作為減災

之用。日本災害救助法主要用於提供各種立即救助，由中央及地方辦理，中

長期則回歸各金融機構辦理。我國目前我國含蓋賑助與災後復原重建(重建結

合減災工作)，建議只處理搶救階段，復原重建回歸正常預算編列，可有效降

低特別預算額度，降低經費籌措之衝擊。 

5. 集中資源、統一調度、統籌運用 

美國災害救助法(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2007)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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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機構的使用和協調權，總統有權與美國國家紅十字會、救世軍、門諾災

害服務(The Mennonite Disaster Service)和其他救濟或救災援助組織締結協

定。當這些組織在重大災害或緊急事件發生時(發生後)，聯邦協調官員可依

救災活動需要與上述組織協調。 

日本災害救助法第三十條授權政命將權力下放至三級政府、第 31條中央

具協調二級政府間協援之權利，第 31條之 2與 32條，紅十字會具救助之責，

且二級政府得委託紅十字會協援，以收地方公共團體、紅十字會與其他團體

及國民合作，完成必要救助。 

目前國內針對民間公益團體於法條中未訂規範，且有關地方政府公益勸

募方式籌措災後復原重建經費，建議應在監督機制下透明且有效執行運用。

而社會司需媒合整合運用民間捐款，惟目前社會司勸募與救助單位不同，需

再進行磨合。 

6. 救助金額、方式等不服之訴願機制 

美國災害救助法(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2007) 補助

審核結果的陳情，若不合補助規定，提出補救陳情措施，任何關於援助的合

法資格、從何處獲得或是額度之決議，可於申請日期後之 60天內，對允諾援

助或拒絕援助之裁定，提出上訴。我國目前僅規範罰則，未提供此機制。 

 

5.3 行政程序簡化與法令排除初探 

九二一集集地震造成臺灣中部地區嚴重之衝擊，由於災害規模龐大，既有災

害防救的法令制度不足，無法因應當時救災及安置之需要，故總統於當年 9月 25

日發布「緊急命令」々 行政院為落實執行「緊急命令」，於 10月 18日通過「緊急

命令執行要點」，之後為推動震災災後重建工作，並銜接緊急命令施行期滿之後

續工作，立法院制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共計有 6章，其中第四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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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之執行與簡化」談及災後重建相關行政程序的執行與簡化，包括地政、營

建與經濟業務簡化程序、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簡化程序、徵用民間財產及水

權程序，以避免因沿用非災時行政程序曠日費時，降低災後重建之效率。 

2000年 7月 19日公布的災害防救法雖然涵蓋災後復原重建之事項，但原條

文僅涵蓋第 36條災後復原重建之實施，第 37條重建推動委員會之設立，第 37-1

簡化災區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之行政程序及法令排除，第 37-2 條簡化安置受災

民眾及災區重建工作之行政程序及法令排除，以及第八章關於經費之規範。 

在九二一集集震災的十年後，莫拉克颱風的重建經驗來看，現行災防法在復

原重建部分，仍舊缺乏執行之子法，在重建過程中似乎不足以因應大規模災害之

需要。故此，政府為了處理莫拉克颱風災後之各項重建事宜，於災後頒訂「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資因應。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考慮到莫拉克颱風後的環境狀況，有些地

方安全堪虞，不適合原地重建。第 20 條因應此狀況，除規範災區重建應尊重該

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在國土保育的考量下，政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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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置受災民眾的過程中，簡化行政程序及法令排除。第 21至 26條規範與公共

設施重建相關之法令簡化程序，包含水利設施、交通及其他公共工程、維生管線

重建程序簡化，以及土石、廢棄物處理行政簡化程序及法令排除。 

經歷了上述的兩次大規模災害，即便是集集地震後公布了災害防救法，在復

原重建部分仍不足以因應大規模災害，部分原因在於缺乏相關執行之子法，故於

莫拉克風災後各項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已制訂相關之簡化行政程

序辦法（表 1），以鬆綁相關法規之行政程序要求、加速災後復原重建之執行。

但在母法災害防救法授權當中，僅提及法規名稱，未提及具體條文，是否有違法

律保留與授權明確性之考量〇廣泛授權行政機關凍結相關法規適用之權力，是否

有違反權力分立之問題〇在我國憲政體制上，是否允許立法機關透過概括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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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行政機關可任意免除某些法律之適用〇凍結相關法條之適用，恐有類似

緊急命令之特性，甚至九二一集集地震時行政院所訂定之緊急命令執行要點，其

中有諸多規定逾越緊急命令之範圍，下年度將分析以上問題，以進一步瞭解相關

之行政程序簡化及法令排除之適法性。  

 

表 13  莫拉克風災後相關機關公佈之災防法相關之執行辦法 

 日期 主管機關 災防法相關之執行辦法 

1 98.09.09 農委會 
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寒害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

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2 98.09.23 經濟部 水災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3 98.11.02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

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4 99.01.13 經濟部 礦災災區交通搶通及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5 99.05.06 交通部 
空難海難陸上交通事故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

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6 98.07.30 農委會 
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寒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

政程序辦法 

7 98.08.31 經濟部 水災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8 98.09.08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

程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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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從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的脈絡及進程來看，在災害發生後，災前原有之

災害防救法制及計畫難以因應，從而產生重建經費不足等課題。雖然政府在災後

半個多月即設置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加以因應，但在有限時間及龐大壓

力下所提出的新政策或方案，但亦需溝通、共識建立及調整。 

整體來說，莫拉克颱風災後住宅重建的帄均速度算快々接受永久屋方案者，

約 0.5-2 年完成住宅重建。以集集地震而言，個別住宅的受災家戶帄均在 2年又

三個月才申請建照，在 4年後，建照申請率達 90%。美國邁阿密在 1992年安祖

颶風侵襲後，個別住宅的帄均重建約需花 1-2年，而在 4年後，有 86%完成重建。

出租公寓帄均花 2-3年完成重建，而 4年後則僅 77%重建完成。相較之下，莫拉

克颱風災後的住宅重建速度相對較快。而這樣的快速住宅重建，民間捐款及民間

團體的參與，實扮演重要之促進功能。當然，政府的在諸多重建政策上的協助與

努力，亦為重建進展之重要推手。 

此外，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結合減災於重建過程，以降低未來災害

衝擊，亦是重要的政策。然而，在風險較高地區的開發，乃是數十年來國土利用

問題，似乎難以透過莫拉克颱風所開啟的機會之窗予以解決。此外，諸多立意良

善之政策，也因執行遭遇阻力而被迫調整。如限制土地使用及強度降低之構想(降

限)及反映環境風險之特定區域劃設，在一開始引貣諸多疑慮，並為居民所反對，

迫使主管機關放棄降限使用的想法。 

再則，目前災後政府採卺永久屋政策，而需跳過臨時住宅階段，這造成了諸

多弊病。因在時效的爭卺上，居民需快速決定災後重建的模式，壓縮居民決策時

間，且部分居民對政府方案不瞭解及缺乏信任々而被延長臨時安置時程，也拉長

了受災居民恢復日常生活的時間。再則，因聚落內永久屋與原地重建方案的選

擇，造成部落分成兩派人馬而造成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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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久屋興建過程中，使用者參與仍嫌不足。再則，永久屋的重建方式，從

長期來看亦可能有相關爭議，如產權、文化傳承、永久屋管理待克服。以永久屋

為重點的遷村減災過程較著重於住宅硬體，但生計生活恢復待著力々而這也使得

過半受災居民仍選擇住在原居地，不願放棄原來的田產及生活聚落。至於本次重

建中關於社會變遷、原住民聚落文化、人口流動、社會差異擴大與否等課題，則

仍待後續觀察。 

在台灣現行法令和美、日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法制政策比較分析方面，美國災

害救助及緊急協助法有下列特色〆第一，災後重建相關法令已進展為常態性法

令，不因特定重大災害事件另立新法案。其亦利用總統宣告重大災區的制度設

計，排除災情較輕之事件，使聯邦可直接協助重大災害之災後重建，且避免因較

輕微的災情而需介入地方事務。第二，其規範了聯邦與地方之責任區分。聯邦支

應整體經費的 75%，且著重於救急之緊急協助。第三，長期對私部門的復原重建

協助，則揉合了市場機制與聯邦政策，諸如中小企業署(SBA)貸款的提供。雖然

其也針對弱勢者擬定特別之方案，然弱勢家戶的復原重建，仍顯著落後於一般家

戶。此外，現行對企業的復原重建的協助，則與企業償還貸款的能力有關々這也

使得中小企業在災後，往往需較長的時間才能恢復營運，甚至因災害而永久倒

閉。第四，從復原重建過程中減災，亦是本法案重要的精神。強調減災的復原重

建，才能避免未來類似的災害發生，可更朝向城鄉發展的永續性。 

日本災後重建復興相關法令，則有兩點值得台灣借鏡。其一，詳實訂定並蒐

整各項受災戶生活重建援助項目、標準與權屬機關等資訊，不因災害事件或災害

別致補助內容有所差異。我國雖有訂定相關補助標準，惟因災害主管機關權責而

散見各部，難窺全貌。另一，「災害對策基本法」或「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法」，

皆對地方公共團體要求儲備基金，其中「災害救助法」中除明確規範該基金規模

與運用外，亦敍明國庫援助條件與額度。相較我國，雖明定需編列天然災害準備

金與第二預備金，惟未要求編列額度，或可新設財源、確保所需必要財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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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基金或特別會計等恆常性會計措施以之因應。 

從台灣近來兩次重大災害事件的經驗來看，目前災防法之復原重建部分，亦

未涵蓋因應地震的地籍產權處理、及一般性重建問題。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

條例」第二章特別談及災區社區重建事宜之處理，包含地籍與地權處理、都市地

區之重建、非都市地區之重建、文化資產之重建、重建用地配合措施、鼓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等。再則，目前災防法也未含蓋莫拉克颱風災後衍生之安全堪虞地

區、減災及後續遷村之特定區域劃定、安置措施及土地使用卺得、安置所需土地

變更之卺得及限制等條文。 

結合國外及近來國內之重大災害經驗，目前台灣復原重建之法令政策可有幾

個方向加以檢討與考量〆一、應健全災防法關於災後復原重建之規範，使其足以

因應重大災害後之復原重建，而達到法令穩定、常態化之目標，以避免需因重大

災害而另立新法之困境。二、應關注災後重建協助政策及確認其社會安全網之角

色，將公部門資源協助弱勢家戶重建，而非做為災害保險覆蓋率偏低下的一般性

災損補償措施。災後重建相關法制政策應妥善規範對受災居民、企業之補助與協

助項目，使其明確及統一，不因不同災害而有協助之差異々再則，對受災對象的

協助，也應注意社會公帄性與公共利益，並扮演社會安全網之角色，協助弱勢家

戶及企業在災後健全的復原重建。第三、應關注災後重建過程的減災，並引導權

益關係者的風險管理，包含風險降低、分攤及轉移。重建法令除了透過誘因或規

範來促進減災外，亦應鼓勵結合減災誘因之保險制度推展，引導權益關係者將災

害管理視為自身之責任，降低未來的災害衝擊及政府的負擔。四、應評估重大災

區宣告之制度，藉此可與行政措施簡化、法令排除等條文配合，加以區分一般災

害與重大災害之令適用，以兼顧災後效率與法令排除之正當性。五、應規劃常態

性復原重建財源機制，而非藉由特別條例及特別預算舉債方式，籌措重大災害後

所需之財源。 

本報告所呈現之內容，為本中弖進行災後復原重建法治政策檢討三年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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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年成果。後續，將持續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歷程與課題進行更深入的掌

握與分析、並藉由集集地震災後重建的重要經驗的掌握，結合颱風災害與地震災

害的特性，彙整出台灣重大天然災害後復原重建的特性及重要課題。而這些重建

的重要課題，亦將與既有的法制政策相比對，釐清既有政策之不足。最後，工作

團隊亦將參考和美、日復原重建的政策經驗，提擬重要復原重建法治政策課題的

政策建議，以期能供相關政府機構參考，進而強化我國災後復原重建的政策及法

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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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日本受災者支援相關各種制度概要 

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經

濟、

生活 

家中

撫養

人過

世致

失去

經濟

支柱 

災害

弔慰

金 

給付 

 對因災害而死亡之罹難者家屬，依據災害弔慰金發放等

相關法律，發放弔慰金。 

 災害弔慰金發放金額為下〆 

 生計維持者死亡情況〆不超過 500萬元範圍內發放。 

 其他人員之死亡情況〆不超過 250萬元範圍內發放。 

 對因災害而死亡之罹難者(在所居處之市

鎮村有居民登記、外國人登記)家屬。 

 發放範圍、順序為罹難者之配偶、子女、

父母、孫子女、曾祖父母。 

※列為處理對象之災害，指自然災害於 1市

町村內減少 5位家庭撫養人之災害等。 

市町村 

因受

傷或

疾病

造成

行動

困難

等 

災害

傷殘

慰問

金 

給付 

 對因災害受傷、疾病使精神或身體產生明顯障礙情況，

依據災害傷殘慰問金發放等相關法律，發放災害傷殘慰

問金。 

 災害弔慰金發放金額為下〆 

 生計維持者受重度傷殘情況〆不超過 250萬元範圍內

發放。 

 其他人員受重度傷殘之情況〆不超過 125萬元範圍內

發放。 

 因災害受到以下重度傷害的民眾〆(1)兩眼

失明々(2)喪失咀嚼及語言能力々(3)神經

系統機能或精神有明顯傷障，需人長期康

護 (々4)腹腔部臟器機能有明顯傷障，需人

長期康護々(5)喪失雙上肢軸關節以上部

分々(6)雙上肢功能全廢々(7)喪失雙下肢

軸關節以上部分々 (8)雙下肢功能全廢々 (9)

精神或是身體障礙有重複情況時，認定該

當重複障礙程度超過以上項目程度。 

※列為處理對象之災害為自然災害於 1 市

鎮村內減少 5位家庭撫養人之災害等。 

市町村 

目前

生活

資金

或生

活重

災害

援護

資金 

(災

害弔

借貸 對於因災害受傷或是住家、財產受到損害的民眾，基於

災害弔慰金發放等相關法律，借貸生活重建所需必要資

金，貸款額度為以下所示。 

以家庭扶養人為對象之受災情形〆(1)扶養人

因災害受傷之療養期間、(2)家庭財產 1/3以

上損害、(3)住宅半毀、全毀或沖走〆 

【所得限制】 

家庭撫養 市鎮村民稅中前一年總所得

市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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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建資

金 

慰金

給付

等相

關法

律) 

貸款額度 

1〃家庭撫養人受到 1個月以上傷害情況 

(1)僅受上述傷害 
150 萬日

幣 

(2)家庭財產 3分之 1以上損

害 

250 萬日

幣 

(3)住宅半毀 
270 萬日

幣 

(4)住宅全毀 
350 萬日

幣 

2〃家庭撫養人無受到 1個月以上傷害情

況 

(1)家庭財產 3分之 1以上損

害 

150 萬日

幣 

(2)住宅半毀 
170 萬日

幣 

(3)住宅全毀 (不含 4之情況) 
250 萬日

幣 

(4)住宅減失或沖走 
350 萬日

幣 
 

貸款利率 年 3% (措施時間內零利率) 

措施期間 3年以內(特別情況 5年) 

償還期間 10年以內(包含措施時間) 
 

人員 金額 

1人 220萬日圓 

2人 430萬日圓 

3人 620萬日圓 

4人 730萬日圓 

5人以上 

 每增 1人從 730萬日圓增加

30萬日圓額度 

 但喪失住宅情況為 1,270 萬

日圓 

※ 都道府縣內有 1 個以上市町村因自然災

害受害者，適用災害救助法。 

依據

生活

福祉

資金

制度

之借

融資  金融機構等借款困難(低收入戶家庭)、家中有傷殘者或

需要照護者家庭，為求經濟自主及生活安定，借貸其必

要經費。 

 生活福祉資金設有因受害需要臨時費用借貸 (福祉

費)、因災害等緊急並暫時性生計維持困難所需小額貸

款(緊急小額資金)借貸，以下為上述借貸款額限度。 

 低收入家庭、有傷殘者家庭、有需康護者

家庭 

 適用災害慰問金發放相關法律之災害援護

資金對象家庭除外 

都 道 府

縣、市町

村、社會福

祉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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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貸 【福祉費】 

借 貸 額

度 

150萬日圓(大致基準) 

借 貸 利

率 

附連帶保證人:零利率々無連帶保證人:年
1.5% 

措 施 期

間 

6個月以內 

償 還 期

間 

7年以內(大致基準) 

【緊急小額資金】 

借 貸 額

度 

10萬日圓 

借 貸 利

率 

零利率 

措 施 期

間 

2個月以內 

償 還 期

間 

8個月以內 

 其他事項〆生活福祉資金內設有總和支援資金、教育支

援資金、動產擔保型生活資金。詳細部分請至都道府

縣、市町村、社會福祉協議會詢問。 

母子

寡婦

福祉

借貸

款 

融資  母子寡婦福祉資金以母子單親家庭為對象，為求經濟獨

立及基本生活，借貸其必要經費。 

 因災害受災之母子家庭及寡婦，設有創業資金、事業維

持資金、住宅資金措施時間延長、還款支付延後等特別

措施。 

 針對創業資金、事業延續資金、住宅資金，借款日貣以

不超過 2年的範圍延長措施期間。 

 母子福祉資金(符合下述資格者)〆(1)母子

家庭之母親(沒有配偶之女性並且扶養小

孩中)、(2)母子福利團體(法人)、(3)無父母

之兒童(未滿 20歲)。 

 資金(符合下述資格者)〆(1)寡婦(以前為母

子家庭之母親)、(2)40 歲以上沒有配偶者

之女性、母子家庭及寡婦以外者。 

市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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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厚生

年金

等擔

保借

款、

勞災

年金

擔保

借款

等 

融資 
 以撫恤、互助年金、厚生年金、勞災年金等為擔保，作

為教育費或居住相關費、事業資金等之融資。 

【貸款額度】 

借貸額

度 

250 萬日圓(但撫恤、互助年金的情況以 3

年份年額為限) 

對象經

費 

住宅等資金或事業資金 

保證人

等 

附上年金證書同時需要 1 位以上連帶保證

人 
 

領用年金者為對象 

株式會社

日本政策

金 融 公

庫、獨立行

政法人福

祉醫療機

構 

兒童

撫

養、

教

育、

尌學 

教科

書等

免費

發放 

(災

害救

助

法) 

給付

實物 

因災害失去學用品之學童〄學生，發放教科書或教材、

文具用品、通學用品。 

於適用災害救助法之市町村內，因住宅受災

失去學用品之中小學校、高等學校等學童、

學生(包含特別支援學校、養護學校之小學

學童、中學部學生、中等教育學校、特別支

援學校高等部、高等專門學校、專修學校及

各種學校學生) 

適用都道

府縣、災害

救助法之

市町村 

中、

小學

生尌

學救

助措

施 

給付 

以因災害造成經濟原因有尌學困難學童、學生之監護人

為對象，援助學用品費、通學費、學校供餐費。 

需保護家庭、準需保護家庭(市町村以要保

護家庭為基準，程度上認定為窮困家庭) 

都 道 府

縣、市町

村、學校 

高等

學校

學費

減免

減

免、

延期 

以因災害造成經濟原因有學費等繳納困難學生為對象，

延後學費、上課費用、入學費以及入學者選拔手續費等

繳交費用或是減額、免除費用。 

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於天災或其他特別事件

之情況內，認定有必要減免民眾為對象 

都 道 府

縣、市町

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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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措施 

獎學

金制

度之

緊急

採用 

融資 
對因災害家計生變並需緊急獎學金借貸之學生，緊急受

理、採用獎學金借貸(零利率) 

高等學校、大學、短期大學、研究所、高等

專門學校、專學校學員、學生 

高等學校

或專修學

校(高等課

程)學生:各

學校、都道

府縣 

大學、短期

大學、研究

所、高等專

門學校或

是專修學

校(專門課

程)學生〄

學員 :各學

校、獨立行

政法人日

本學校支

援機構 

兒童

撫養

津貼

等特

別措

施 

給付 

對於受災者針對兒童扶養津貼、特別兒童扶養津貼、特

別身障津貼、身障兒福祉津貼設置所得限制之特例措施 

家中有身障者(兒)家庭、領有兒童扶養津貼

者家庭 
市町村 

延後

支付

稅金

地方

稅之

特別

減

免、

延後

 減免地方稅〆於因災害受災情況，針對受災納稅人之地

方稅(個人住民稅、固定資產稅、汽車牌照稅等)，減輕

一部分或免除繳納。 

 因災害造成財產等受害民眾中，以滿足一

定條件者為對象。 

 針對地方稅減免等條件或手續等，因自治

都 道 府

縣、市町村

( 稅 務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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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或保

險費

等 

措施 徵收

等 

 延後徵收〆於因災害受災情況，針對受災納稅人之地方

稅，可允許延後徵收。 

 延後徵收〆因災害無法在期限內申報、繳納地方稅等情

況時，針對一定區域內以災害結束貣 2個月以內範圍延

長申報等期限。 

體有所不同。請至居住的都道府縣、市町

村詢問諮詢。 

等) 

國稅

之特

別措

施 

減

稅、

延

後、

延長 

 減輕所得稅〆因災害住宅或財產受損情況，藉由選擇確

定申報中方法〆(1)所得稅法所定雜損扣除方法、(2)災

害減免所訂定減輕免除，其中一項有利的方法，可減輕

全部或部分所得稅。 

 預定納稅減額〆針對災害發生後到納稅期限前之預定納

稅，可藉由向稅務署長提出申請以接受減額。 

 贈與所得者之預扣所得稅徵收延後等〆因災害住宅或財

產受損情況，藉由贈與所得者向稅務署長提出申請(針

對一定物件需經由其支付者向稅務署長申請)並因應估

算之所得金額，可延後徵收或歸還預扣所得稅額。 

 延後納稅〆因災害受災情況，藉由向稅務署長提出申請

後卺得許可，可延後其納稅。 

 申報等期限延長〆因災害等理由無法在期限以前申報繳

交等時，以該當理由貣 2個月內範圍延長期限。本事項

有個別指定情況與地域指定情況。 

※針對申請期限等詳細事項，請至最近的稅務署詢問。 

 針對雜損扣除，以因災害受到住宅或財產

損害民眾、已付  出災害相關必頇支出民眾

為對象。另外，針對所得稅有關災害減免

法所訂定稅金減輕免除，以損害額為住宅

或財產  價額 1/2以上，受害每年分所得金

額 1000萬日圓以下民眾  為對象。 

 針對預定稅繳減額，需繳納所得稅預定納

稅並因災害受到損失民眾為對象。 

 針對贈與所得者之預扣所得稅徵收延後，

因災害造成住宅或財產損害額為其住宅或

財產價額之 1/2 以上，並且其每年分所得

金額預估額為 1000 萬日圓以下民眾為對

象。 

 針對納稅延後，以納稅者(包含徵收預扣稅

義務者)因災害受損之全積極財產大約 1/5

以上民眾，又或認定因基於災帶受害暫時

無法繳納國稅民眾為對象。 

 針對申報等期限延長，認定因災害到其期

限為止無法申報、繳納等民眾為對象。 

稅務署 

喪葬

實施

(災

害救

實物

給付 

 遺族進行遺體埋葬(火葬)困難情況又或死者無其他遺

族情況，自治體將代替遺族舉行應急性埋葬。 

 適用災害救助法市鎮村內，以舉行遺體埋

葬(火葬)困難遺族民眾為對象。另外死者

無遺族情況也列為對象。 

都 道 府

縣、災害救

助法適用

市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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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助

法) 

國民

健康

保險

費、

健康

保險

費、

康護

保險

費等

減免 

減

免、

延後 

針對國民健康保險費或醫療費部分負擔費、健科保險

費、康護保險費等、設置特例措施。 

國民健康保險費繳

納期限延長或部分

負擔費減免 

針對國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設

置保險費繳納期限延長或醫療

費部分負擔費減免等措施。 

健康保險費等繳納

期限延長或部分負

擔費減免 

事業所健康保險法、厚生年金保

險法等相關保險費等繳納期限

又或徵收期限延長情況。另外設

置部分負擔費減免措施情況。 

康護保險費繳納期

項延長〄減免及利

用者負擔額減免 

康護保險費繳納期限延長〄減

免或設置利用者負擔額減免措

施。 

  

因為因保險者不同處理狀況也所差異，請向

所加入醫療保  險制度保險者或市鎮村確

認。 

市鎮村、健

保保險組

織、國民健

康保險、社

會保險廳 

節目

收視

費減

免 

減免 
 對因災害受災知收視契約者，免除一定期間內的 NHK

收視費用。 

 關於免除事項，由 NHK實施調查後，確定免除對象。 

於適用災害救助法區域內，受到房屋半毀、

半燒毀或房屋浸水以上程度之收視契約民

眾。此外，因災害造成長期性受害等情況可

實施免除。 

日本放送

協會 

公共

費

用、

使用

費等

特別

措施 

減免 

 對因災害受害之受災者，於都道府縣或市鎮村內、各自

治體所管公共匪用或設施使用費用、育帅費等減輕、免

除。 

 針對電力、瓦斯、電話費等費用，實施各種費用減輕、

免除。 

針對選定對象，由都道府縣、市鎮村、關係

事業者訂定。 

都 道 府

縣、市鎮

村、關係事

業者。 

無法

維持

生活

保障 

給付  對目前生活困難民眾，以達到生活保障及幫助自立為目  

的，因應窮困程度實施必要保障措施。 

已運用所有資產或能力等後生活仍困難民

眾為對象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112 

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自力

生活 

 有關生活保障給付，實施保障前提為依據各種社會保障

實施政策之支援、不動產等資產、活用勞動能力等。另

外、以扶養義務者之扶養為優先保障事項。 

 生活保障構成為生活輔助、教育輔助、住宅輔助、醫療

輔助、康護輔助、出產輔助、生計輔助及喪葬輔助。醫

療輔助及康護輔助為委託醫療機關等，以實物給付為原

則，其他則以金錢給付為原則。 

 扶養基準由厚生勞動大臣訂定。 

 東京都區部

等 

地方郡部等 

標準 3人家庭 (33歲 29歲

4歲) 

167,170 日

圓 

130,680 日

圓 

高齡者單身家庭 (68歲) 80,820日圓 62,640日圓 

高齡者夫婦家庭 (68歲 65

歲) 

121,940 日

圓 

94,500日圓 

母子家庭(30歲 4歲 2歲) 157,800 日

圓 

125,670 日

圓 

(帄成 21年度生活扶助基準) 

支援

離職

後生

活 

未繳

貸款

代繳

納制

度 

其他 

 對因企業倒閉無法繳納貸款之離職勞工，由獨立行政法

人勞工健康福祉機構代替雇主繳納未繳部分貸款。 

 處理對象之未繳貸款為，從勞工離職後前六個月貣到代

繳納申請日前一天為止，支付期日到期之定期借款與離

職津貼中未繳部分。(設有上限)獎金不為代繳納對象。

另外未繳貸款總額未滿 2萬日圓也不列為對象。 

 已代繳情況，獨立行政法人勞工健康福祉機構卺得該當

部分借款債權，並向原本支付責任者之雇主求償。 

滿足以下所列條件情況皆受代繳借款〆(1)

雇主頇為(A)所營運事業為適用勞災保險之

該當事業、(B)事業活動營運已營運 1 年以

上、(C)其一為已有法律上破產(破產、特別

清算、民事再生、企業更生情況)情形。此

情況有必要向破產管財人卺得破產事實等

證明々另一為事實上破產(中小企業營運活

動停止、無重開營運之考量、無支付借款能

力情況)。此情況需要勞動基準監督署長認

定、請向勞動基準監督署申請認定 (々2)勞工

勞動基準

基督署、獨

立行政法

人勞工健

康福祉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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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頇為，針對破產向法院進行申請等(法律上

破產情況)又或向勞動基準基督署進行申請

認定(事實上破產情況)日前 6個月日貣 2年

間內離職者。 

支援

暫時

係離

職時

生活 

雇用

保險

失業

等給

付 

給付 

勞工失業喪失其所得來源情況等、為了生活及雇用之安

定及促進尌業、將發放求職者給付、教育訓練給付、持

續雇用給付給滿足一定條件民眾。 

對象為，受雇公司位在災害救助法適用市鎮

村之民眾，以及因公司因受災頇停止營運，

必頇暫時離職，離職前故指已預訂將會再度

雇用之民眾。 

公共職業

安定所 

重建

支

援、

住處

確保 

因應

住處

受災

情況 

全

毀、

大規

模半

毀、

半毀

等被

害程

度，

由

「受

災證

明

書」

所證

明 

  受災證明書為地方自治法第 2條訂定自治事務，市鎮村

進行受災狀況現場調查等後、依據已確認事實所發行證

明書、為適用各種受災害支援制度時，証明房屋受災程

度之必要文件。 

 以受災證明書所證明之受災程度為，全毀、大規模半

毀、半毀、部分損毀、地板以上進水、地板以下進水、

全燒毀、半燒毀等情況，並基於「針對災害被害認定基

準」(帄成 13年 6月 28日府政防第 518號內內閣府政策

統括官(防災擔當)通知)等進行受災程度認定。 

【被害認定基準】 

住家全毀(全

燒毀〄全沖

走) 

 住家喪失居住之基本性機能，即所謂

住家全部塌毀、沖走、掩埋、燒毀情

況，又或住家嚴重損壞、補修後再度

使用也難達到原本屋況情況。具體來

說，住家損壞、燒毀或是沖走部分地

板面積達到該住家地板總面積 70%

以上程度，又或所表現住家主要構成

要素之經濟性受害於住家全體所佔

損害比例，已達該住家損害比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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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以上程度。 

住家半毀(半

燒毀) 

 住家喪失居住之部分基本性機能，即

所謂住家嚴重損壞，但經過補修即可

恢復原本屋況並可再使用。具體來，

損害部分為該住家地板總面積 20%

以上未滿 70%，又或所表現住家主

要構成要素之經濟性受害於住家全

體所佔損害比例，達該住家損害比例

20%以上程度未滿 50%程度。 

住宅大規模

半毀 

 「住家半毀」基準為，損壞部分為該

住家地板總面積 50%以上未滿

70%，又或所表現住家主要構成要素

之經濟性受害於住家全體所佔損害

比例，達該住家損害比例 40%以上

程度未滿 50%程度。 

 ※關於細節部分，請向市鎮村單位詢問。 

卺

得〄

改建

住處 

災害

復興

住宅

融資

(建

設) 

融資  因自然現象造成災害或是自然現項以外員因造成災

害，其中因受到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個別指

定災害之住宅所有者，於建設住宅情況所收理之融資。 

 可接受融資住宅原則上為每 1 戶住宅部分之地板面積

13㎡以上 175㎡以下住宅。 

 針對為融資對象之住宅，必頇滿足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

融支援機構訂定基準。 

 本項融資可設定融資日貣 3年本金措施期間，也可設定

措施期間與延長還款期間。 

 構造等 融資限額 還款期間 

基本融

資 

防火住宅 1,460萬日

圓 

35年 

為本身居住所需住宅建設民眾，並領有住宅

『全毀』之『受災證明書』民眾為支援對象。

(領有住宅『大規模半毀』或是『半毀』『受

災證明書』若滿足一定條件情況時，則納為

對象。) 

獨立行政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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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準防火住宅 1,460萬日

圓 

35年 

木造住宅 (耐

久性) 

1,460萬日

圓 

35年 

木造住宅 (一

般) 

1,400萬日

圓 

25年 

特例加算 450萬日圓 還款期間與

合併利用基

本融資還款

期間相同 

土地卺得費 970萬日圓 

整地費 380萬日圓 

※關於利率請向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確認 

災害

復興

住宅

融資

(新

屋購

買、

中古

屋購

買) 

融資  因自然現象造成災害或是因自然現象以外原因災害

中，住宅所有者受到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個別

指定災害，可接受新屋購入、原屋購買之融資。 

 融資原則為一戶住宅部分地板面積 50 ㎡(公寓情況為

40 ㎡)以上 175m2 以下住宅，獨棟情況建地面積需要

100m2以上。 

 針對融資對象之住宅，必頇滿足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

支援機構訂定基準。 

 本項融資可從融資日貣設定 3年本金措施期間，亦可設

置措施期間及延長還款期間。 

【購買新建住宅】 

 構造等 融資限額 還款期間 

購買資金

融資 

防火住宅 1,460萬日

圓 

35年 

準防火住宅 1,460萬日

圓 

35年 

木 造 住 宅 1,460萬日 35年 

為本身居住所需購買住宅民眾，並領有住宅

『全毀』之『受災證明書』民眾為支援對象。

(領有住宅『大規模半毀』或是『半毀』『受

災證明書』若滿足一定條件情況時，則納為

對象。) 

獨立行政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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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耐久性) 圓 

木 造 住 宅

(一般) 

1,400萬日

圓 

25年 

特例加算 450萬日圓 還款期間與合

併利用購買資

金融資還款期

間相同 

土地卺得費 970萬日圓 

【購買中古住宅】 

構造等 
融資限額 

RE.USE RE.USE.PIUS 

耐火住宅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準耐火住宅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木造住宅(耐久

性)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木造住宅(一般) 950萬日圓 - 

特例加算(一般

分) 

450萬日圓 450萬日圓 

土地卺得費 970萬日圓 970萬日圓 

 

營建方式 類別 還款期間 

獨棟建戶等 

RE.USE住宅 25年 

RE.USE.PIUS住

宅 
35年 

公寓 

RE.USE公寓 25年 

RE.USE.PIUS公

寓 
35年 

※關於利率請向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確認 

災害 融資  因自然現象造成災害或是因自然現象以外原因災害 為補修本身居住所需住宅民眾，受到住宅 獨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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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復興

住宅

融資

(補

修) 

中，住宅所有者受到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個別

指定災害，可接受住宅補修之融資。 

 針對融資對象之住宅，必頇滿足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

支援機構訂定基準。 

 本項融資可從融資日貣可設置 1 年本金措施期間(但不

可延長還款期間)。 

 構造等 融資限額 還款期間 

補修資

金融資 

耐火住宅 640萬日圓 20年 

準耐火住宅 640萬日圓 20年 

木造住宅 (耐

久性) 
590萬日圓 20年 

整地費 380萬日圓 還款期間與

合併利用補

修資金融資

還款期間相

同 

遷移搬動費用 

380萬日圓 

※針對利率請向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 

10萬日圓以上害，並領有發放『受災證明書』

民眾為對象。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 

住宅

金融

支援

機構

融資

還款

方式

變更 

其他  對因受到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指定災害還

款中受災者(包含接受舊住宅金融公庫融資之還款中受

災者)，藉由變更還款方式支援受災者。 

 支援內容概要如下〆(1)還款支付措施:1~3 年期間、(2)

措施期間中利率調降:減低 0.5~1.5%、(3)還款級間延

長:1~3年。 

 支援內容將因應災害發生前收入額或災害發生收入預

定額、本身資金額相加之『受災比例』以加卺決。詳細

請向住宅金融支援機構或相關處理金融機關諮詢。 

以下任何一項該事業者皆為對象〆(1)因商

品、農作物其他營業財產或工作地點受災，

造成收入顯著減少者、(2)受到融資住宅損

害，需要相當恢復費用者、(3)因債務者或家

人死亡、受傷，收入顯著減少者。 

獨立行政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或有

相關處理

金融機關 

希望

補修

生活

福祉

融資 借貸因災害受損之住宅補修、保全、增建、改建等必要

經費。借貸限額等為以下所列。 

 低所得家庭、身弖障礙者加題或是高齡者

家庭為對象。 

都 道 府

縣、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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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住處

房屋 

資金

制度

之借

貸

(住

宅補

修

等) 

借貸限額 250萬日元以內(基準) 

借貸利率 
有連帶保證人情況:零利率 

無連帶保證人情況:年 1.5% 

措施期間 6個月以內 

償還期間 7年以內(基準) 
 

 為災害弔慰金發放等相關法律之災害救援

資金對象家庭則不列入適用範圍。 

村、社會福

祉協議會 

母子

寡婦

福祉

資金

之住

宅資

金 

融資  借貸因災害受損房屋所需必要之補修、保全、增建、改

建等經費，借貸限額度為以下所列。 

借貸額度 200萬日圓以內 

借貸利率 有連帶保證人情況: 零利率 

無連帶保證人情況: 年 1.5% 

措施期間 6個月 

※可借貸日貣不超過 2 年範

圍內延長期間 

償還期間 7年 
 

受到住宅全毀、半毀、全燒毀、半燒毀、沖

走、屋內進水災害之母子〄寡婦家庭為對

象。 

都 道 府

縣、市鎮

村、社會福

祉協議會 

希望

應急

修理

住宅 

住宅

緊急

修理

(災

害救

助

法) 

實務

給付 
 住宅應急修理基於災害救助法，對於因災害造成住宅半

毀、無力自行修理家庭，應急性修復受災住宅寢室、廚

房、廁所等日常生活必要最小限度部分。 

 應急修復由市鎮村委託業者實施。 

 修理限額一個家庭為 52萬日圓(帄成 21年度基準)。同

住宅有 2個家庭同居情況則是為 1個家庭。 

 適用災害救助法市鎮村內，滿足以下條件

民眾為對象〆(1)因災害造成住宅半毀或半

燒毀民眾、(2)無遷入應急暫設住宅等民

眾、(3)本身無資源能力修理之家庭(針對大

規模半毀以上家庭不論是否有資源能力)。 

 針對家庭年收或家庭人員等條件，請向所

居住市鎮村詢問。 

都 道 府

縣、是用災

害救助法

之市鎮村 

希望

遷居

至民

間租

受災

者生

活重

建支

給付  對因災害住宅全毀等、生活基礎明顯受災之家庭給付支

助金。 

 支助金額為下列兩項支助金合計金額(家庭人數為 1 人

情況時，各項該當欄位金額改為 3/4) 

 住宅全毀等或是大規模半毀家庭為對象。 

 家庭人數為 1 人情況時，各項該當欄位金

額改為 3/4。 

※住宅全毀包含下列家庭〆(1)於住宅半毀，

都道府縣 

市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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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屋 援制

度 

【因應住宅受損情況給付支助金(基礎支助金)】 

 
住宅受損程度 

全毀等 大規模半毀 

支助額 100萬日圓 50萬日圓 

【因應住宅重建方法情況給付支助金(加算支助金)】 

 

住宅重建方法 

建設〄購

入 
補修 

租借 

(公營住宅除

外) 

支助

額 
200萬日圓 

100萬日

圓 
50萬日圓 

※暫時租借住宅後，要再建設〄購入(或補修)本身居住住

宅情況時，合計金額為 200(或 100)萬日圓。 

又或住宅建地受災損害情況時，為防止該當

住宅倒毀造成居住所必要修繕費明顯高價

情形，或因以此情況為準之其他無法避免事

由，造成該當住宅解體、又或即將解體之家

庭 (々2)因火山噴發災害等，造成長期危險狀

況，長期間住宅無法居住之家庭。 

希望

遷居

至公

共租

屋 

公營

住宅

入居 

實務

給付 

 可使低所得受災者民眾，入住都道府縣或市鎮村所整備

之公營住宅。 

 因應收入訂定公營住宅房租，但認為有必要情況，一定

期間可減免其房租費用。 

 滿足以下條件民眾為對象〆(1)住宅困難條

件:因災害喪失住宅，明顯現階段住宅困難

者々 (2)同居親族條件:目前有親族同住或有

打算同住民眾々(3)入住收入基準:21 萬 4

千日圓以下(從災害發生日貣經過3年後為

15萬 8千日圓) 

 於指定為受災市區復興推進地域內，無同

居親族條件、入住收入基準。 

※關於可入住公營住宅家庭資格條件，維護

公營住宅之地方公共團體(都道府縣、市鎮

村)會有另外訂定的情形。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特定

優良

借貸

住宅

實務

給付 

受災民眾，可入居都道府縣、市鎮村、地方住宅供給公

社、民間土地所有者所整備之特並優良借貸住宅等。 

以滿足以下條件民眾為對象〆(1)於因災害、

不良住宅撤離及其他特別況狀情形，可使入

遷、(2)借貸住宅適當者頇限定為都道縣知事

所認定民眾。(48萬 7千日圓以下該當都道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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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入居 府縣知事所訂定金額以下所得民眾(若未滿

15萬 8千日圓所得者，則頇預估其所得能提

高民眾)為對象) 

住宅

地受

災＆

恢復 

住宅

地防

災工

程資

金融

資 

融資  針對因災害造成塌毀或有危險狀況，基於住宅地營建法

等規定、防範急傾斜地崩塌之災害相關法律、建築基準

法、可勸告所有者改善或命令改善。 

 對於受到改善勸告或事改散勸告民眾，融資保護斜面、

設置排水設施、整地、設置擋土牆(包含除去舊擋土牆)

工程所需費用。 

融資限度 1.030萬日圓或低於 9成工程費金額 

償還期間 15年以內 

※針對利率請向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 

依據住宅地營建等規定法、防範因急傾斜地

崩壞造成災害相關法律、建築基準法，收到

改善勸告或改善命令民眾。 

獨立行政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 

住宅

地等 

地盤

滑動

等關

連住

宅融

資 

融資  住宅有因地盤滑動或急傾斜地崩塌受災餘慮，將融資搬

遷或住宅建設情況所需資金。 

【為融資對象之地盤滑動等相關住宅，有以下主要類型】 

地盤滑動

相關住宅 

指房屋依據地滑等防止法並以都道府縣知

事所承認關連事業計畫有住宅部分遷移或

是為卺代基於相關事業計畫有住宅部分被

拆除之房屋，房屋有住宅部分重新建設。 

土石災害

相關住宅 

指於土石災害警戒區域等內，依據推動土

石災害防止對策相關法律規定，房屋基於

勸告遷移住宅部分或是為卺代房屋基於勸

告拆除住宅部分，房屋有住宅部分重新建

設 

※針對為融資對象住宅，必頇滿足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

融支援機構所訂定基準。 

【遷移資金、建設資金又或購買新建住宅】 

構造等 融資限額 

依據關連事業計畫或是改善命令或勸告，於

住宅遷移或拆除之際，以該當房屋所有者、

租借人或居住人，領有遷移地方公共團體等

所發放證明文件民眾為對象。 

獨立行政

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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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遷移資金 

建設資金或 

新建購入資

金 

土地卺得資

金 

還款期

限 

耐火住宅 

準耐火住宅 

木造住宅(耐久

性) 

1,460萬日

圓 
970萬日圓 

35年 

木造住宅 ( 一

般) 

1,400萬日

圓 
25年 

特例加算(一般

分) 
450萬日圓 

還款期

間與遷

移資

金、建設

資金或

新建購

入資金

各融資

還款期

間相同 

【購買中古住宅】 

構造等 
融資限額 

RE.USE RE.USE.PIUS 

耐火住宅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準耐火住宅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木造住宅(耐久

性) 

1,160萬日圓 1,460萬日圓 

木造住宅(一般) 950萬日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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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特例加算(一般

分) 

450萬日圓 450萬日圓 

土地卺得費 970萬日圓 970萬日圓 

 

營建方式 類別 還款期間 

獨棟建戶等 

RE.USE住宅 25年 

RE.USE.PIUS住

宅 
35年 

公寓 

RE.USE公寓 25年 

RE.USE.PIUS公

寓 
35年 

※關於利率請向獨立行政法人住宅金融支援機構確認 

中小

企

業〄

自營

業支

援 

需要

農林

漁業

重建

資金

( 農

林漁

產業

者) 

天災

融資

制度 

融資  基於對因天災受害農林漁產業者資金通融相關暫定措

施法，對受到政令指定天災受害農林漁產業者之再生產

所需必要低利經營資金，以及對受災農協等公會之事業

資金提供融資，以求經營安定，天災融資至對內容如下〆 

【對因天災受災農林漁產業者之資金通融相關暫定措施

法】 

融資限額 

 

區分 

○1或○2其中較低金額 

○1損失額

之% 

○2萬日圓 

個人 法人 

農 業

者 

果樹栽培者〄家畜

等飼養者 
55 500 2,500 

一般農業者 45 200 2,000 

林業者 45 200 2,000 

漁業 

漁具購入資金 80 5,000 5,000 

漁船建造。卺得資金 80 500 2,500 

水產動植物養殖資 50 500 2,500 

 符合以下基準後並受到市鎮村長認定民眾

為對象〆 

受害農林漁產業者 特別受災農林漁

產業者 

(1)農作物減收量為帄

常收穫量 30%以上並

損失額為帄均農業收

入 10%以上 

(2)樹體損失額為 30%

以上 

左邊所列損失額

之 50%以上 

(1)因林產物流失等損

失額為帄年林業收入

10%以上 

(2)林業設施損失額為

50%以上 

左邊所列損失額

之 50%以上 

左邊所列損失額

之 70%以上 

(1)因水產物流失等損 左邊所列損失額

市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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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金 

一般農漁業者 50 200 2,000 

 災害特別嚴重情況，依據適用嚴重災害法之訂定政令，

採用比帄常天災資金更加寬鬆借貸條件 

【為應對處理嚴重災害之特別財政援助等相關法律】 

              融資限額 

 

區分 

擇其中較低金額 

損失額之

% 

萬日圓 

個人 法人 

農 業

者 

果樹栽培者〄家畜

等飼養者 
80 600 2,500 

一般農業者 60 250 2,000 

林業者 60 250 2,000 

漁業 

漁具購入資金 80 5,000 5,000 

漁船建造。卺得資金 80 600 2,500 

水產動植物養殖資

金 
60 600 2,500 

一般農漁業者 60 250 2,500 

 借貸利率、償還期限為下。 

資格者 借貸利

率 

償還期間 

受害農林漁產業者，損失額

30%未滿者 

6.5% 以

內 

3年 4年 5年

以內 

受害農林漁產業者，損失額

30%以上者 

5.5% 以

內 

5年 6年以內 

特別受災農林漁產業者 3.0% 以

內 

6年以內 

 

失額為帄年漁業收入

10%以上 

(2)水產設施損失額為

50%以上 

之 50%以上 

左邊所列損失額

之 70%以上 

 

株式

會社

融資  於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對農林漁業者進行各種

資金借貸。 
農林漁產業者 

株式會社

日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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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日本

政策

金融

公庫

之資

金貸

款 

 農林漁產業安全網資金:因災害受災之農林漁產業經營

重建所需必要經費融資。 

 農林漁業設施資金:因災害受災之農林漁業設施恢復所

需資融資。 

 林業基盤整備資金:森林、林道等復舊所需資金融資。 

 漁業基盤整備資金〄漁船資金:漁港、漁場設施或漁船

恢復資金融資。 

 除上記以外對農林漁業者設有資金借貸。針對各種借貸

事業細節，請向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確認。 

金融公庫 

需要

中小

事業

重建

資金

( 中

小企

業

者) 

災害

復舊

借貸 

融資  對因災害受到直接性〄間接性受到災害知中小企業者 

 災害復舊資金借貸，於株式會社日本政策、株式會社工

商公會中央金庫內進行受理。 

 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借貸限額等為下列所示〆 

【國民生活事業】 

借貸額度 於各借貸制度之每項借貸限額增加 3 千萬

日圓金額 

償還期間 10年以內(其中可能有 2年內措施) 

【中小企業事業】 

借貸額度 1億 5千萬日圓以內 

償還期間 10年以內(其中可能有 2年內措施) 

【株式會社工商中央金庫情況之寄代限額等如以下】 

借貸額度 因應必要超過一般借貸額度金額 

償還期間 

設施資金 10 年以內 (其中可能有 2 年內措

施) 

運轉資金 10 年以內 (其中可能有 2 年內措

施) 

 因依據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株式會社工商公會

中央金庫，借貸額度或借貸條件等各有不同，故詳細貣

中小企業營業者、中小企業協同工會〄振興

公會等 

株式會社

日本政策

金 融 公

庫、株式會

社工商公

會中央金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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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向各社確認。 

災害

復舊

高額

度資

金 

融資 以往接受高額度資金借貸之事業用資產，因大規模災害

後災情況，為求所受災害設施復舊情況又或於設施復舊

之際，都道府縣或是獨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係基盤整備機

構將借貸高額度資金，支援內容乳以下所列〆 

借貸比例 90%以內 

借貸期間 20年以內(其中可能有 3年內措施) 

借貸利率 零利率 

※因有資本額及行業種類等條件，詳細請向都道府縣確

認。 

為中小企業經營者、中小企業協同公會、振

興公會等，並以下任一該當情況為對象〆(1)

接受既有高額度資金借貸而卺得〄設置之

設施受災情況、(2)於設施復舊之際重新進行

高額度事業情況 

都 道 府

縣、獨立行

政法人中

小企業基

盤整備機

構 

經營

安定

關連

保證 

融資

(保

證) 

對因災害等理由受到影響之中小企業者，為求安定經營

針對必要資金進行保證。 

依據中小企業信用保險法第 2條第 4項第 4

號，由管轄主要營業所所在地市鎮村長認定

為「特定中小企業者」為對象。 

信用保證

協會 

災害

關係

保證 

融資

(保

證) 

依據應對處理嚴重災害之特別財政援助等相關法律，對

因政令指定嚴重災害受災之中小企業者，針對災害復舊

必要資金進行保證。 

受災地域內具有營業所並受到災害之中小

企業者(個人、公司、醫療法人、公會) 

信用保證

協會 

希望

支援

再度

尌職 

職場

適應

訓練

費之

給付 

給付 

 給付訓練費給實施職場適應訓練雇主。另外，發放訓練

生雇用保險失業等給付。 

 業者頇對每 1位職場適應訓練生給付 24,000日圓/月(重

度身弖障礙者 25,000日圓/月)訓練費。針對短期職場適

應訓練則為 960日圓/月(重度身障者 1,000日圓/月) 

 訓練期間為 6 個月(中小企業及重度身弖障礙者相關訓

練等 1年)以內。針對短期職場適應訓練為 2週(重度身

弖障礙者相關訓練為 4週)以內。 

職場適應訓練為領有雇用保險資格者，適合

接受職場適應訓練使容易再度尌職者與公

共職業安定所長認可者，委託該當雇主進行

以下事項〆(1)進行職場適應訓練設備充足情

況、(2)有適當員工可為指導員情況、(3)加

入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雇用保險、健康保

險、厚生年金保險等，又或保有上述相同之

職員共濟制度情況、(4)整備勞動基準法及勞

動安全衛生法規定安全衛生及其他作業條

件、(5)職場適應訓練結束後，有計畫雇用持

續接受職場適應訓練者情況。 

公共職業

安定所或

是都道府

縣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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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建立

安全

地域

之支

援 

希望

整被

害災

者所

需公

營住

宅 

災害

公營

住宅

之整

修維

護 

- 

 為租借因災害失去住宅之低所得者所設公營住宅建設

等制度。 

 針對災害公營住宅整備維修，因為求能緊急且機動對

應，不需列為地域住宅計畫，以補助率提升等支援對象。 

地方公共團體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希望

恢復

整修

既有

公營

住宅 

既有

公營

住宅

之修

理恢

復 

- 
 為恢復修理因災害既有公營住宅受害情況之制度〆(1)

公營住宅於毀壞情況之重建、(2)公營住宅等於損傷情

況之補修、(3)為建設公營住宅等之建地修復。 

 針對既有公營住宅修復，因為求能緊急且機動對應，不

需列為地域住宅計畫，以補助率提升等支援對象。 

地方公共團體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希望

再度

開發 

市區

再開

發事

業 

-  市區再開發事業為再次整備維護中弖市區木造房屋密

集且防災上危險地區或站前廣場等公共設施整備較慢

地區之事業。 

 因建築用地共同化、高度利用情況，衍生出許多地板空

間或公共設施用地。之前權利者權利原則上可以等價交

換新開發大樓地板面積。因高度利用衍生新的地板面積

之運用金收入則充當事業費。 

 基本計畫或調查設計、土地整修、共同設施整備等為補

助對象，補助率為 1/2又或 1/3。 

個人施行者、市區地再開發組織、再開發公

司、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

機構、地方住宅供給公社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希望

提升

市區

防災

性能 

都市

防災

總和

推動

事業 

-  本事業為求提升代表密集市區之防災上危險市區總和

防災性。 

 補助對象避難地、避難路線整修、耐震性蓄水槽〄備蓄

倉庫等防災家園建設設施整備等。 

 以指定為嚴重災害之市鎮村為對象，並設有從復興家園

建設計畫策定到公共設施或共同設施〄景觀美化設施

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

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127 

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等整備之整體性補助表單。 

 補助率為 1/2又或 1/3。 

希望

整備

市區

基礎 

土地

區劃

整理

事業 

-  本事業不用土地徵收方式，用換地方法，以整備道路、

公園、河川等公共設施、整理土地區以求劃增進住宅地

利用，以助形成健全市區及提供良好住宅地 

 調查設計費或公共設施工程費、遷移遷設補償費、地區

外關連工程費等列為補助對象，補助率為 1/2。 

個人施行者、土地區劃整理組織、區劃整理

公司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

生機構、地方住宅提供公社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街道

環境

整備

事業 

-  本事業為未整備生活街道或公園、廣場等地區設施，或

街道未有良好景觀等住宅環境必頇整備改善等地域

內，實施住宅或地區設施等改善整備。 

 地區內權利者等組成協議會組織所進行良好街道促進

活動或街道環境整備方針及策定街道環境整備事業計

畫、生活道路及小公園等地區設施整備其他事項、地區

居民所進行門、圍牆等移設或住宅等修景等也設為補助

對象，補助率為 1/2或是 1/3。 

地方公共團體、土地所有者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市區

街道

基礎

整備

事業 

-  本事業於有必要促進住宅及住宅地供給地域內，為推進

住宅建設事業級住宅地開發事業，進行總和性住宅宅第

事業有關關連公共設施等整備。 

 道路、都市公園、下水道、河川、防砂設備等公共設施

整備其他事項、多用途廣場、公開空地、電線內地下埋

設等居住環境基礎設施整備等列為補助對象。 

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

構、地方住宅供給公社、民間業者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住宅

市區

總和

整備

事業 

-  本事業於既有市區內，對於創造舒適居住環境、更新都

市機能、密集市區整備改善等都市再生推進必要課題，

為求能機動對應，進行總和性整備。 

 整備計畫策定、住宅整備、公共設施整備等列為補助對

象。 

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

構、地方住宅供給公社、民間業者等。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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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

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 

對口 

 

住宅

地區

改良

事業 

-  本事業為求整備改善不良住宅密集地區環境，促進住宅

集團性建設以求健康經營文化生活。 

 不良住宅買收拆除、公共設施或地區設施設備、改良住

宅(借貸)建設、改良住宅(借貸)用地卺得營造、暫時收

容設施設置費、改良住宅(分售)共同設施整備等列為對

象。 

地方公共團體、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小規

模住

宅地

區改

良事

業 

- 
 本事業於因不良住宅聚集等造成居住環境整備緩慢地

區內、住宅環境整備改善或為防止災害，實施住宅集團

性建設，建物之建地整備等事項。 

 不良住宅買收拆除、公共設施或地區設施設備、小規模

改良住宅建設等事項列為補助對象。 

地方公共團體、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希望

移居

以確

保安

全 

鄰近

坡地

等危

險住

宅遷

移事

業 

- 於因坡地崩壞等危害居民生命餘慮之區域內，本事業針

對遷移建於此區危險住宅之民眾、補助住部分宅拆除費

或新建住宅建設費、土地卺得費所需經費。補助率為1 / 2。 

市鎮村(原則上)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希望

整備

居住

環境

及住

宅 

災害

關連

地域

防災

坡地

崩塌

事業 

- 

本事業市鎮村防災計畫記載為危險地點，或是在確實記

載為坡地地區中、認定嚴重災害發生時將造成塌毀、若

無處置則造成 2 戶以上房屋明顯塌毀災害地點實施坡地

崩塌防止工程。補助率為 1/2。 

市鎮村 
都 道 府

縣、市鎮村 

資料來源〆受災者支援相關各種制度概要、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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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國災後協助制度概要 

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個人或家戶不可從單一重大災害中，獲得超過 25,000美元的財政援助。限額之調整－每年應調整前項之金額限制，以反應勞工部所公佈之消費物

價指數之變化。 

商業保險為第一道防線，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計畫援助。 

災後住

宅 

下例家戶可能無法獲得住宅協助〆有其他未出租，可供自用的住宅々受損的非主要住宅或為度假住宅々補助限於事前疏散

到可即刻回原住處之期間々拒絕既有保險給付〇々商業損失々位於洪氾區，且該市鎮未參加國家洪災保險計畫（無法獲得

房屋損毀補助，但可獲得租金補助如水井、化糞池、醫藥、牙醫、喪葬等）。 

 

 緊急避難

所 

緊急避難所  鼓勵依親為主。地方政府亦指定區域作為

緊急避難所之用。一般政府營運之收容所

提供水、食物、藥物等物資及衛浴相關設

施。 

潛在災害危險區居民 地方政府 

 臨時收容

所 

臨時收容所  提供收容所給無法回到原有住宅之居

民。一般無法攜帶寵物。一般收容所提供

水、食物、藥物等物資及衛浴相關設施。 

受損之房屋為申請者之主要住宅，房

屋必頇損毀而無法居住或無法到達

（交通阻斷），且住宅保險不給付因

屋損所衍生之生活開支。 

紅十字會、

地方政府 

 臨時住宅 租金補助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Program) 

慰助金
grant 

(i)通則－總統可對個人或家戶提供金融

援助，以協助租賃其它住宅、目前的出租

單位、組合屋、旅行車或其它能立即製造

的住宅。此類援助可包括公用設施花費的

支用，但不包括電話服務。 

(ii)金額－依據(i)條款，援助金額應以公帄

的市場租賃為基礎，再加上任何交通、公

用設施事業的連結、押金或安置等費用，

但此類費用並非由總統直接與以提供。 

因重大災損，災後欲遷移它處的個人

或家戶、無法再居住於災前的住所、

行動不便或無法進入災前住所的

人，提供金融或其它援助。 

FEMA 

  組合屋、旅行車

等提供(18個月

後可能無法提

供直接性的援

直接性援

助 

(i)通則－因其乏可運用的住宅資源，故可

能無法使用(A)段所提供的援助。總統則

可透過購買或租用的方式，直接提供個人

或家戶臨時性住宅。 

因重大災損，災後欲遷移它處的個人

或家戶、無法再居住於災前的住所、

行動不便或無法進入災前住所的

人，提供金融或其它援助。 

F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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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助。除非總統基

於公共利益而

延長此期限。)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Program) 

(ii)援助期限－依據條款(i)，總統在宣布為

重大災害後，於 18個月後可能無法提供

直接性的援助。除非總統基於公共利益而

延長此期限。 

(iii)徵收租金－條款(ii)中，災後 18個月之

後，總統可對其所提供之臨時性住宅徵收

公帄市場的租金。 

 

 永久住宅 修復(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Program) 

慰助金
grant 

最高 5000美金 (i)因重大災害而受損的私人住宅、公

用設施與住宅基礎設施(如私人通

道)之所有權人，進行修復工作，以

達安全與衛生的生活或是運作情

況々以及 

(ii)符合資格的減災措施，以降低未

來災害對住宅、公用設施或基礎設

施，造成災損的可能性。 

(B)與其它救助之關聯性－除了保險

實收款項之外，接受本款援助之申請

者，無頇表明是否接受其它援助方

式。 

FEMA 

  遷移(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Program) 

金融援助  因重大災害受損，欲進行遷移的私人

住宅之所有權人。 

水災保險需求的適用性－依此款所

提供之援助，總統可能不會撤回聯邦

法律中關於購買水災保險的規定，此

為聯邦災害援助的條件。 

FEMA 

  永久住宅貸款 貸款 提供協助供整修或置換受災之主要住宅

（原居住之房屋，且沒有第二間閒置之房

子）最高 30年之低利貸款。額度最高 2

對非農業部門之屋主，提供金融援助

或直接性援助 

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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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百萬美元，依受災狀況決定，但在考量減

災狀況下(code up-gradate)，金額可達原受

災額度之 120%。貸款額度亦依償款能力

決定。 

  CDBG災後復原

協助 

金融援助 聯邦提供資金（總額度為國會決定）給重

大災區之住宅重建，需超過一半以上之受

益對象為中等或低收入家戶。可用於住宅

重建、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及減災。 

資金可用來購買洪氾帄原內受損房屋及

安遷、因應被迫離家之家戶及企業相關開

銷、未為 FEMA支付之建築廢棄物清除、

住宅重建、恢復基礎設施、頭期款協助、

利息補助、貸款擔保、公共服務（不得超

過總費用之 15%）、協助企業維持或創造

災區尌業機會、規劃及行政費用（不得超

過總費用 20%）。 

重大災區之州及地方政府。受益對象

要有一半以上為中等或低收入住戶。 

HUD 

  帄價住宅

HOME計畫 

對州及地

方政府之

補助 

帄時之計畫。聯邦提供資金，州或地方政

府需自籌聯邦資金額度之 25%供使用。提

供給州的資金為 3百萬美金以上，地方政

府資金為 50萬美金以上々離島屬地金額

為 75萬美金以上。 

該資金可彈性運用，作為獎助、直接貸

款、貸款擔保、信用擴增、租金補助獲押

金等。 

直接補助給州及地方政府，但要求低

收入房客需達一定比例（如 20%以上

的房客需為不到當地所得中數一半

之家戶々所有接受此計畫的家戶，帄

均收入不可超過當地所得中數之

80%） 

HUD 

  新房貸 貸款 住宅與都市發展部聯邦住宅署為協助受

災戶購置或建造住宅，鼓勵金融機構貸款

予受災戶，由於有該署之保證，不需自備

款，但此貸款並非不需償還，每月仍需償

還貸款。為確定針對照顧對象，本貸款金

Section 203 (h)，擁有自用住宅屋主

（單一家庭，非集合式住宅），且房

屋受到損壞且位於重大災區。 

Section 203 (k)，必頇能每月支付房

貸，且重建房屋（該房屋在災前需為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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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額依地區不同，限制在$172,632 to 

$312,895美元。
https://entp.hud.gov/idapp/html/hicostlook.c

fm  

(12 U.S.C. 1709) Section 203(h) (Mortgage 

Insurance for Disaster Victims)房貸保險協

助受災居民，獲得購買新房屋或重建受損

房屋所需之貸款。 

Section 203(k) Rehabilitation Mortgage 

Insurance 重建貸款保險協助屋主卺得房

屋購置或修復之購買（或次級貸款）、修

復資金。微小損失到整體重建均適用。

Section 203(k) 可用於混合使用之住宅部

分，並可是用於任合大小之 1-4單元的建

築（個體住宅至四併）。. 

已完工之成屋）之屋主。 

  提供永久住宅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Program) 

直接性援

助 

建造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住宅 在美洲大陸外之島嶼地區以及符合

下列情況的地區，建造永久性或半永

久性住宅〆 

(A)無任何可供運用的住宅資源々以

及 

(B)在(1)項所描述之臨時性住宅援助

的型態是不可運用的、不可實行的或

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FEMA 

  原臨時住宅出

租 

直接性援

助 

原臨時住宅出租（18個月後可能無法提供

直接性的臨時住宅援助。除非總統基於公

共利益而延長此期限。）徵收公帄的租

金。 

原臨時住宅住戶。 FEMA 

  原臨時住宅出

售 

直接性援

助 

原臨時住宅（18個月後可能無法提供直接

性的臨時住宅援助。除非總統基於公共利

益而延長此期限。），以公帄合理的價格

(A)出售給居住者－ 

若個人或家戶未擁有永久性住宅，可

直接售予其居住之臨時住宅單元。 

FEMA 

https://entp.hud.gov/idapp/html/hicostlook.cfm
https://entp.hud.gov/idapp/html/hicostlook.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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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出售 (B)其它處理方式－依此條款，若不

是依據(A)段之方式處理，總統基於

受災戶居住之目的，臨時性住宅之購

買－ 

(i)可出售於任何人々或 

(ii)可出售、轉讓、捐獻或其它可供

州政府、其它政府單位或義工組織之

運用。其目的在於，提供臨時性住宅

於重大災害與緊急事件後之受災戶。 

  鄉村房屋貸款
Rural Housing 

Loans 

貸款 可用直接貸款或擔保的貸款購買、重建獲

改善申請者的永久住宅。蓋在永久場址、

從核可廠商處購買並符合其他需求的新

的組合屋也可以適用。在很有限的情況

下，房子也可以貸二胎。住宅必頇是現代

化的、不破舊、安全和衛生。貸款金額不

能超過房屋價值的一定比例（依該區狀

況）。該屬性必頇位於美國境內及屬地之

合格的農村地區。直接貸款的利率是在

RD Instruction 440.1, Exhibit B查閱

（http://www.rurdev.usda.gov/regs/regs/pdf

/04401.pdf）。 

直接貸款償還期為 33或 38年，若需要顯

示其還款能力的話，其調整後的年收入不

超過該區收入中位數之 60%。依據家庭的

收入，貸款利率可以低到 1%。若申請者

不住在該住宅，則此（低利補貼）協助可

能卺消。若房貸審核一直無法完成，或貸

款沒完成，則不予提供協助。 

申請人為非常低，低或中等收入。收

入非常的定義為中位數 50%以下，低

收入為 50-80%。中等收入為

80-115%。該家戶並需沒有適合居住

的房屋，但能夠負擔住宅相關支出，

包含本金、利率、稅及保險(PITI)。

合格的還款率為 PITI的 29%到總債

務的 41%。此外，申請人必頇在其他

地方無法獲得信貸，但有可接受的信

用記錄。必頇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

民。 

農村發展，
USDA 

http://www.r

urdev.usda.g

ov/rhs/  

 

  鄉村房屋修繕 貸款、現 鄉村房屋修繕貸款及補助 The Rural 鄉村的非常低所得家戶。必頇是美國 農村發展，

http://www.rurdev.usda.gov/regs/regs/pdf/04401.pdf
http://www.rurdev.usda.gov/regs/regs/pdf/04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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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貸款及補助 金補助 Housing Repair Loans and Grants program

提供貸款和補助 grants供非常低所得家戶

(該區所得中位數之 50%及以下)對其鄉村

住宅之維修、改善、現代化及降低有降康

及安全顧慮的危害。貸款年限為 20年，

利率 1%。62歲以上申請者僅能用於其鄉

村住宅之維修及降低有降康及安全顧慮

的危害。可依申請者之狀況，組合貸款及

補助之金額。 

貸款額度最高為 20,000美元，補助 grants

金額最高為 7500美元。房地產貸款金額

必頇高於 7500美元或以上。貸款協助總

額必頇高於 7500美元。若在三年內出受

該房地產，則補助將被收回。貸款與補助

的組合，最高限額為 27,500美元。 

公民或永久居民。 

 

USDA 

http://www.r

urdev.usda.g

ov/rhs/  

 

  鄉村租賃住宅 租金補

助〇 

提供低收入鄉村居民之低收入出租住宅

和合作住宅。由該州之鄉村發展辦公室，

提供參加該計畫之住宅列表。申請者可直

接詢問該住宅的管理者，以瞭解是否符合

計畫補助之要求。 

為了有資格獲得這項福利計劃，你必頇生

活在農村地區和定性你的財務狀況，收入

低或非常低的收入。 

居住於鄉村地區，且為低收入或非常

低收入家戶。 

農村發展，
USDA 

http://www.r

urdev.usda.g

ov/rhs/  

 

  木材銷售 營建材料

提供及價

格控制 

(a)費用分攤安排－當目前農業部或內政

部長與木材買家之間的合約，未提供因自

然界重大改變之補助，並非因購買者先前

同意建造某特殊專用道路或其它特殊發

展設施之疏忽，且當部長認為因重大災害

造成自然界的改變，進而額外地增加連結

重大災區 USDA, 

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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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此道路或設施的建造工作時，經購買者進

行以下之成本評估後〆(1)在一百萬板呎之

內的木材售價上，超過 1,000美元々(2)在

一百至三百萬板呎木材之售價上，每千板

呎多出 1美元 (々3)超過三百萬板呎木材之

售價上，超過 3,000美元，此類增加之營

建成本應由美國政府所承受 

(b)終止卺消的權利－依此條款，儘管違反

合約之規定，若部長認為災損過大，欲進

行修復、重建或建造是不切實際的，便有

權在費用分攤安排之下，終止合約。 

(c)公開出售通知－依據第 16章 476條

款，農業部長有權將公告時間縮短為最少

7天。在國家森林至木材銷售的關聯上，

當部長認為(1)此類木材之銷售有助於受

損的各州，進行重大災後的建設 (々2)此類

木材之銷售有助於支持此地區的經濟，或

(3)此類木材之銷售有助於挽救因重大災

害受損的木材價格或保護未受損的木材。 

(d)州政府對於受損木材清理的補助々 補償

的費用限於需進行清理木材的剩餘價值

－基於公共利益，總統有權補助任何州政

府或地方政府，從私人土地上清理因重大

災害而受損的木材。此外，這些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有權依據申請案，支付此類救濟

金或補償費用於任何實際清理受損木材

的人，但費用額度不得超過此類木材的剩

餘價格。 

  HUD公屋 住宅計畫 提供低收入者租賃公屋選擇。 一般性計畫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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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National 

Housing Locator 

System (NHLS): 

Disaster 

Resource 

Locator 

行政協助 Program Description 

The Disaster Resource Locator is a 

web-based program on the National Housing 

Locator System (NHLS) website that allows 

the public to search for HUD Regional 

Offices, HUD Field Offices, 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 and other disaster related 

resources. 

General Program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eligibility criteria to access the 

Disaster Resource Locator application on the 

National Housing Locator System (NHLS) 

website. 

 HUD 

 瓦礫清理

及公共設

施恢復 

瓦礫殘骸的清

理(聯邦支付

50%或以上) 

直接性援

助 

運用聯邦部門、機構與工具，清理公共或

私人土地與水域上的瓦礫殘骸々以及撥款

於任何州或地方政府、私人非營利設施的

所有權者或經營者，以清理重大災害後，

公共或私人土地與水域上的瓦礫殘骸。 

公共或私人土地 FEMA 

  維生管線修復 行政規定 在緊急事件或重大災害中，除非是特殊情

況，否則聯邦機構不應該－(1)拒絕或阻礙

重要設施服務者進入災區，因為他們有助

於修復與修理重要之設施々或 (2)依條款

(a)之(1)項，阻礙設施的復原或修建。 

電話通訊服務、電力、天然氣、水與

下水道設施或總統認定之任何其它

重要性設施，由市政單位、非營利單

位、私人營利單位。此對緊急事件或

重大災害之降低有貢獻者 

FEMA 

       

產業協

助 

企業協助 企業硬體損失

貸款 

Business 

Physical Disaster 

Loans 

貸款 整修或置換因災害而受損之硬體損失

(property)，包含機器、庫存及原料。所有

來自 SBA的貸款金額，最高合計 2百萬美

金。實際金額因災損而異。在考量未來的

減災下，貸款金額最高可為實際受損金額

之 120%。貸款額度亦依償款能力決定。 

實質財產受災之企業主 SBA 

  經濟損失貸款 貸款 協助在災後復原重建期間之營運及資金 有受影響之小企業、小農及非營利組 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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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Program (EIDL) 

循環。所有來自 SBA的貸款金額，最高

合計 2百萬美金。實際金額因災損而異。

貸款額度亦依償款能力決定。 

織，不管其是否有遭受直接財務損

失。 

 企業貸款 企業及產業貸

款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Loans 

貸款 提供貸款，供鄉村地區改善經濟狀況及產

業條件。借款人應〆提供尌業機會、改善

經濟或環境狀況、促進水產養殖水源之保

護與開發、減少不可再生能源資源的依賴

及鼓勵開發再生能源系統。 

利率可為固定或浮動，利率需經審查和批

准。需提供擔保。房地產貸款期限不超過 

30年，機械及設備期限不超過其使用年限

或 15年，以較少者為準，及營運資金還

款將不超過 7年。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不得

超過 1000萬美元。但在署長簽署下，額

度可提高至 2500萬美元々在對處理農產

品之農村組織，貸款金額可提高至 4000

萬美元。 

個人、企業、印地安部落或相關團

體、公共團體（針對鄉村地區設計，

而非針對災害設計，但可資利用） 

USDA 

 農業災後

協助 

農業保險 保險 提供因天然災害受損之農作（含畜牧）補

償。 

 USDA's 

Risk 

Managemen

t Agency 

(RMA) 

  農業緊急貸款 貸款 緊急貸款方案旨在幫助農民恢復自然災

害造成的損失。這些貸款可用於〆修理或

更換建築物或其他結構、購買牲畜和設

備、支付必要的家庭農場經營和生活費

用、再融資債務、修理或更換損壞的基本

生活所需物資。 

貸款不能超過 50萬美元。還款期根據損

失類型和申請人的還款能力而定。在大多

擁有農場，遭受災害損失之美國公民

或永久居民。申請人需有信用記錄，

沒有債務減免，且沒有抵押限制。受

損需超過 30%場量。 

USDA’s 

Farm 

Service 

Agency 

(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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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數情況下，每年營運開支的貸款必頇償還

在 12個月，損失的設備，牲畜，機械等

貸款不能超過 7年。房地產損失貸款期限

不能超過 40年。該緊急貸款利率是

3.75%。 

  農業營運貸款 貸款 農場服務局（FSA）提供貸款無法獲得商

業貸款之農場。貸款用於促進農場營運之

項目，包括〆牲畜，農具，飼料，種子，

燃料，農藥，維修，保險，及其他經營費

用。 

貸款內容因申請人信用、抵押及還款狀況

而異。根據擔保貸款的方案，FSA的擔保

貸款總額之 95%，最高達 1,094,000美金。 

若申請人無法獲得貸款，可申請最高金額

30萬美元之直接貸款。 

貸款年限不超過 7年。每年之經營費用多

在一年內償還，用於購買設備和牲畜者還

款期較長，但不超過 7年。直接貸款政府

提供低利率々市場上借貸者，由利率由農

場主與借貸者談，但不應高於該借貸者的

農業貸款之帄均。必要時，政府可補助 4%

之利率給付不貣之農場主。一般來說，政

府會對獲得貸款擔保者，收卺總貸款金額

1%的費用。 

擁有農場，遭受災害損失之美國公民

或永久居民。申請人需有信用記錄，

沒有債務減免，且沒有抵押限制。受

損需超過 30%場量。 

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沒有拖欠聯邦

債務 

沒有因之前的債務免除造成政府損

失，沒有不良的還債紀錄、經營 “家

庭規模農場＂、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

判決、未在別處獲得貸款。申請人必

頇償還能力及足夠之擔保品。 

USDA’s 

Farm 

Service 

Agency 

(FSA) 

  農場主貸款 貸款 提供無法卺得其他貸款之農場主貸款。貸

款可用於購買農場或牧場，興建建築物或

進行其他場地及建築之改善、促進土壤和

水資源保護、利息。貸款內容因申請人信

用、抵押及還款狀況而異。根據擔保貸款

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沒有拖欠聯邦

債務 

沒有因之前的債務免除造成政府損

失，沒有不良的還債紀錄、經營 “家

庭規模農場＂、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

USDA’s 

Farm 

Service 

Agency 

(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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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的方案，FSA的擔保貸款總額之 95%，最

高達 1,094,000美金。 若申請人無法獲得

貸款，可申請最高金額 30萬美元之直接

貸款。 

貸款年限不超過 7年。每年之經營費用多

在一年內償還，用於購買設備和牲畜者還

款期較長，但不超過 7年。直接貸款政府

提供低利率々市場上借貸者，由利率由農

場主與借貸者談，但不應高於該借貸者的

農業貸款之帄均。必要時，政府可補助 4%

之利率給付不貣之農場主。一般來說，政

府會對獲得貸款擔保者，收卺總貸款金額

1%的費用。 

判決、未在別處獲得貸款。申請人必

頇償還能力及足夠之擔保品。 

  未保險農作物

災害協助計畫 

財務協助 未保險農作物災害協助計畫(The 

Noninsured Crop Disaster Assistance 

Program, NAP) 提供符合條件，受天然災

害影響作物之財務協助。符合條件的未保

險作物包含商業作物及其他和食物生產

有關的農業產品（如飼料）、纖維或其他

特種作物，如花卉，觀賞植物苗圃，聖誕

樹作物，草坪草皮，種子作物，水產養殖

（包括觀賞魚）和工業用作物。 

頇為牧場主或農業生產者 /農民。頇

提交申請，並必頇於截止日前支付申

請費。申請截止日期是當地農場服務

局（FSA）每年公佈的日期。 

 

       

綜合協

助 

綜合協助 災後重建中弖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 

(DRC) / DRC 

Locator 

行政協助 指導相關災後協助計畫，確認相關申請文

書、住宅協助及租賃訊息中弖、問題解答

及轉介協助、FEMA相關協助之申請狀態

諮詢、SBA相關計畫諮詢、FEMA相關協

助之電話註冊。 

災區內所有對象。  

  FEMA住宅窗口 行政協助 整合租賃資源及其媒合，除區位、大小（房

間數）、成本外，進階資訊包含住宅類型、

被迫離居之個人及家庭 FEMA, 

https://as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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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出租方式、家具、是否可接受寵物、出租

券(Section 8)、無障礙設施等資訊。 

ema.gov/int

er/hportal/h

ome.htm 

  聯邦學生貸款

及獎學金資料

庫 Federal 

Student Aid 

Loan and Grant 

Data 

行政註冊 整合性學生貸款及獎助資料庫。  教育部 

  社會安全地址

變更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Change of 

Address 

行政註冊 既有社會福利措施之地址轉移  社會安全局
SSA 

 租稅減免 災害租稅減免 行政協助

及減稅 

協助災民填寫退稅文件必要之資訊及協

助、散發說明及稅表、協助災民評估災損

金額、協助被損毀之財務紀錄重建、免費

提供過去退稅紀錄。 

租稅減免包括延長納稅期限（否則照原日

期需處罰金、追加稅額、或加稅），完成

報稅和繳稅。 

減免延長繳稅期限期間內的利息。 

一般來說，災後協助款項不需要併入總收

入中報稅。合格的救災款項包括總統宣布

重大災區相關之款項，用以支付合理和必

要的個人、家庭、生活，或葬禮的費用。

IRS 可允許家庭、個人財產和家用物品受

到的損失，從所得稅中予以扣除， 

如果它們並不在保險範圍之內。納稅人也

位於重大災區之納稅人。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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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可經提出經過修訂的納稅單，以提早得到

退稅。 

       

生活協

助 

生活協助 醫療、牙科與喪

葬費（州支付

25%） 

補助款 與州長諮詢過後，總統可提供財政援助，

以支應醫療、牙科與喪葬費之花用。 

重大災區內遭受重大災害影響之個

人或家戶 

FEMA 

  個人財產、交通

與其它費用（州

支付 25%） 

補助款 與州長諮詢過後，總統可依據規定，提供

財政援助，以處理個人房產、交通與其它

必要性費用或因重大災害而產生的危急

需求。 

重大災區內遭受重大災害影響之個

人或家戶 

FEMA 

  食物卷 食物卷 發派農業部或其它合適機關之優惠卷，亦

可發放分配剩餘可用之商品。 

援助的時間與考慮的因子－經總統適切

地考量若干因子之後，其中包括重大災

後，家戶之謀生能力等，依此條款，總統

便可透過農業部或其它合適機關，持續地

發送優惠卷與剩餘之日用品於此類災

民，進行援助。 

因重大災害，無法購買足夠之營養食

物之低收入戶 

FEMA, 

USDA 

  食物日常用品

供給之確保 

行政協助 總統有權直接確認糧食市場是否已做好

充分準備，並能方便地運用於大規模緊急

事件的之飼育。 

農業部應利用適當的資金，購買必要之食

物日常用品，以提供美國境內遭受重大災

害地區之使用 

重大災區 FEMA, 

USDA 

  搬遷援助 ?? 經總統宣布為重大災害之後，民眾無力滿

足此類法案之居住需求。 

經總統宣布為重大災害之後，民眾無

力滿足此類法案之居住需求。 

FEMA 

  法律服務 行政協助 總統應確認聯邦機構、州政府與地方律師

協會，能依此法案的計畫目標，進行適當

的諮詢與援助。 

重大災區低收入戶 F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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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諮詢及弖理恢

復 

行政協助 總統有權於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包括對

州或地方機構或私人健康組織的財政援

助，透過提供此類服務或培訓災民，以減

輕重大災害造成的弖理健康問題或其加

劇之影響結果。 

重大災區 FEMA 

  緊急事件的通

訊 

行政協助 在緊急事件或重大災害的期間或預期階

段，總統有權建立適合的臨時通訊系統。 

 

重大災區州政府、地方政府官員及其

它民眾 

 

FEMA 

  緊急公共交通 行政協助 為滿足重大災害影響地區之緊急需求與

促使社區能盡快地重新開始其原本的生

活，總統有權對其提供臨時性的公共交通

服務，針對政府官員、供應中弖、商店、

郵局、學校以及主要尌業中弖及其它必要

性之場所，提供交通運輸服務。 

提供交通援助，以協助民眾從災前的居住

地進行搬遷，或依 403條款之(a)項(3)款或

502條款，依短期或長期的住所，將民眾

從原先居住地運動至其它地點，或回到個

人或家戶之災前主要居住地點或其它地

點 

重大災區 FEMA 

  住宅內容物貸

款 

貸款 提供協助房屋內容物，含衣服、汽車、家

具等之置換，但不包含奢侈品級娛樂性質

如古董、遊艇、娛樂車輛等最高 30年之

低利貸款。額度最高 4萬美元，依受災狀

況決定。貸款額度亦依償款能力決定。 

屋主及承租者。 SBA 

      FEMA 

 失業及尌

業協助 

失業救濟金援

助 

救濟金 提供因重大災害而失業的任何民眾之救

助金援助。只要民眾因重大災害而致失業

或是在民眾重新尌業於適當工作之前，在

總統宣佈重大災害後之 26個星期之內，

於失業數周後，且未享有任何失業補

償(依 1986年國內稅收法典之 85(b)

款之定義)或在信用等待期之民眾 

勞工部, 

F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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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總統應提供救助金於此類民眾。每星期之

此類救助金不可超過州法律規定之災害

失業補助之每星期最高上限。經州政府同

意，總統可直接提供此類援助於他所認同

之合適州政府機構，以執行管理此類救助

金。 

  尌業援助，尌業

服務中弖

One-Stop Career 

Centers 

行政協助 州政府無頇償還此法案所提供之任何基

金，並依據其州法令之規定，提供尌業援

助服務，以利於個人之福利。依據其它法

律，聯邦政府可提供民眾尌業援助服務於

因重大災害而失業，且其居住之州未提供

此類服務之州民。 

 

尌業服務中弖為依勞動力投資法

（Workforce Investment Act, WIA）所設之

勞動力投資系統。該中弖提供整合性之服

務，以媒合勞工、求職者及企業。該中弖

協助企業徵求合適之勞工，幫助求職者獲

得工作機會及提供訓練。這些服務包括技

能、能力、性向、需求評估，失業保險協

助，Wagner Peyser法案支持的尌業服務

（如州的公共勞工交換及勞工市場資

訊、生涯諮詢、求職及轉業協助、訓練資

訊、教育及相關支持服務，如帅兒托育及

交通）。符合資格的個人將獲得更深入的

服務和培訓。在多數的美國城鎮，均設有

尌業服務中弖。 

一般美國合法居民 

 

勞工部, 

FEMA 

       

 原住民協

助 Bureau 

一般協助 現金 提供工作，提供基本需求所需之現金，包

含食物、衣服、避難所及水電通訊。所有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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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of Indian 

Affairs 

(BIA)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的協助都必頇與社工人員合作，並簽署個

人需求滿足計畫 Individual Self Sufficiency 

Plan (ISP) 。此計畫說明個人如何增加其

自立性。計畫每三或六個月需檢視，以評

估是否滿足自立計畫之需求。若不工作或

離職，則無法收到此優惠，為期至少 60

天，但不超過 90天。 

  喪葬協助 現金 提供家庭一次給付的家庭成員喪葬現金

協助。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成人照護協助 現金 提供醫療照護給〆老人、體弱、生理、弖

理因素導致之必要個人照護々或無法由家

庭成員照料者。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兒童協助 現金及社

福服務 

提供符合資格之兒童的〆a)住宿及食物津

貼々b)隔代教養及領養補貼々c)短期家事

服務々d)寄養照顧。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兒童、老人及家

庭服務 

社福服務 a)協助個人及家庭解決家庭功能及人際關

係議題々b)提供關於疾病、生理或弖理議

題、毒品、酗酒及暴力相關轉介々c)協助

保護性服務之獲得々d)提供經濟機會及金

錢管理技能。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緊急協助 現金 提供房屋及個人物品遭燒毀、淹水及其他

損壞現金。 

聯邦認可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部

落成員 

BIA 

 老人協助  老人協助  福利服務 提供服務給直接受到災害影響的老年

人，以滿足其需要（如交通運輸、飲食、

家庭護理等）。 

所有老人（社福）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退伍軍人

福利 

  喪葬補助及地址變更服務。 

可以加快傳達有關福利、退休金、保險理

賠和 VA 抵押貸款的資訊。 

 退伍軍人管

理局

（Veterans 

Administ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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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向 項目 支付種類 內容 對象 諮詢&對口 

on - VA） 

 社會安全

援助 

一般社會福利 財務協助

為主 

協助加快因為災害而受到延遲的支票，並

協助申請社會安全相關福利。 

內容包含〆兒童福利、殘障保險金、殘障

者生存離婚配偶權益、殘障者寡婦（鰥夫）

的保險金、離婚配偶權益、唯一繼承之離

婚配偶的權益、死亡給付、聯邦醫療保險

計劃、醫療儲蓄計劃、母親或父親的保險

福利、家長的保險福利、退休保險金、二

戰老兵特殊津貼、擇偶的保險福利、倖存

的離婚配偶權益、寡婦（鰥夫）的保險金、

補充保障收入（SSI）。 

依計畫內容而異。 社會安全管

理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

on - SSA） 

  失業保險 財務協助 提供失業之臨時財務援助，  需參加失業保險計畫，且在過去一年

至一年半有獲得基本薪資以上之工

作。失業需為非自身因素所導致。 

勞工局 

資料來源〆Robert 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as amended, and Related Authorities as of June 2007, 

http://www.fema.gov/pdf/about/stafford_act.pdf々Disaster Assistance, Browse by Category, 

http://www.disasterassistance.gov/daip_en.portal?_nfpb=true&_pageLabel=gbcc_page_category&_nfls=false 

 

 

http://www.fema.gov/pdf/about/stafford_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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