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10 頁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 

第 4 屆第 4 次臨時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紀錄 

壹、時間：98 年 8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整 

貳、地點：大坪林聯合開發大樓 15 樓第 1 會議室 

參、主持人：范董事長良銹 

肆、出席董事及監察人：許董事高明、黃董事美娜、朱董事金錫、林董事宗 

    正、淨良董事、孫董事健忠、劉董事寶貴、周董事光宙、簡董事太郎（劉  

    董事寶貴代）、吳董事財順（黃董事美娜代）、徐董事明淵（許董事高 

    明代）、廖董事健男（孫董事健忠代）、張董事平沼（朱董事金錫代）、 

    劉監察人智復、張監察人育珍。 

伍、主管機關代表：  

陸、列席人員： 

一、 行政院第一組賈參議裕昌、行政院第三組汪參議志隆，內政部營建署

陳副組長淑娟。 

二、 臨時動議提案代表：內政部林次長中森、內政部黃司長碧霞。 

三、 本會人員：鄧執行長榮圻、詹副執行長玉蓉、馮副執行長金桁、林組 

              長志修、吳兼任組長國濟、劉專員平英、于專員翔丞。 

柒、主席宣布開會：出席董事已達法定人數，現在依會議議程進行。 

捌、工作報告： 

一、 案由：上次會議紀錄確認。 

二、 案由：上次會議（98 年 8 月 13 日）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說明如下， 

請備查。 

（一）第一案：莫拉克颱風死亡及失蹤受難者慰助金擬由原規定每位新 

台幣 40 萬元提高至 60 萬元整乙案，請 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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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政院劉院長98年 8月 10日主持莫拉克颱風發生88水災之相關

會議時裁示，88 水災造成之災害與 921 震災相近，對死亡及失蹤

者家屬之慰問或賑助應與 921 震災相同為每位總共 100 萬元，其

中縣市政府及內政部各 20 萬元，賑災基金會由原來之 40 萬元提

高為 60 萬元。 

2. 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四點第一項規定：

「死亡及失蹤賑助每人發給慰助金新台幣四十萬元…」；第三項

規定：「第一項各款之核給標準如有特殊情形，得視災害狀況調

整之。另為因應緊急需要，授權董事長得配合政府政策調整第一

至三款。核發第七款。」 

     辦法：依照說明 1 及 2，對 88 水災之死亡及失蹤受難者慰助金專案提 

高為 60 萬元（不適用於一般天然災害），並依本會「重大天然 

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七點第二項「…為爭取賑助時效，賑 

助之慰助金得配合政府措施辦理，事後再將辦理情形提報本會董 

事監察人聯席會議追認」之規定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辦理情形：本會陸續配合內政部致送莫拉克颱風死亡及失蹤受難者行政

院院長慰助金之方式及時程，致贈受難者家屬慰助金。 

至98年 8月18日止已死亡及失蹤賑助金新台幣4.254億元

委託內政部致送，本會將陸續依照內政部通知之金額匯撥其

指定帳戶與內政部同步發放。 

  決定：同意備查。 

 

（二）第二案：南投縣政府請求本會協助補助 921 震災災區瑞岩部落遷 

村重建資金案，請 審議。 

     辦法：擬依說明三所述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范主任委員 98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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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主持會議之決議，仍依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以往標準辦理

補助。動撥時機亦依附件一之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函所述「於

完成地面層時通知本會現勘後核實撥款到位」。 

     決議：原則上同意給予遷村實際需求經費之補助，但對遷村之選址是否 

           符合法令、遷村地址及其聯外道路是否安全無虞（地震或洪水引 

           起之坍方、淹水、土石流等）應請南投縣政府再加確認，若確有 

           上述疑慮，應另行選擇合法及安全之處所，本會再加以協助。 

     辦理情形：將依照決議函復南投縣政府，近日優先處理 88 水災案件。 

     決定：同意備查，函請南投縣政府再加確認，審慎處理。 

 

（三）第三案：謹提內政部函送 921 震災高關懷戶名冊請本會協助案， 

請  審議。 

     辦法： 

     甲案：賑災並非濟貧，任何申請補助皆有期限之限制，該等已逾賑助申

請期限多年，且似不應以災害發生過後將近十年的生活情況做為

十年前該不該賑助之標準，故本案請回歸常態，依照中央或地方

政府之重建或社會救助現行規定，就符合者予以協助。 

 乙案：因本會之賑助要點除『失依兒童、青少年、老人、身心障礙者賑

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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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無生活補助之項目，故本案災民如符合失依兒童、

青少年、老人、身心障礙之規定，當時確實未曾接受財團法人九

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之賑助，且屬地方政府當時遺漏申報者，則

屬不可歸責於災民，依照「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

六條但書「但前二項所定之期限非可歸責於受災災民或其家屬者

不在此限」之規定予以賑助，不符合上述條件者，則無法予以賑

助。至於苗栗縣 2 戶未能於 921 震災重建期間辦理住宅貸款而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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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起房貸者，因「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宅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

對於地方政府核轉本會申請之期限並無前述但書規定，內政部會

商「如不符合現行政府房屋等補助措施且屬生活艱困個案，則一

併納入生活補助，送賑災基金會協助」之結論，因本會震助要點

內並無生活補助之項目，故無法辦理。 

   決議：因訪視報告未顯示因震災致失依生活陷困，且部分個案非屬本 

         會賑助核給要點規範之失依兒童少年、老人、身心障礙者，另 

         訪視報告並未提供協助案家之具體建議，請內政部轉請相關縣 

        （市）政府參酌本會賑助要點規定，如確有符合本會賑助規定之     

         個案，請補充訪視報告內容並提供具體建議後，再送本會審查。 

辦理情形：復函簽辦中（近日優先處理 88 水災案件）。 

決定：同意備查。 

 

（四）第四案：本會發給莫拉克颱風 88 水災住戶淹水救助金等因數量龐 

              大，應檢附資料擬予簡化，提請 審議。 

  說明：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規定，本會對災民之

賑助，均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 縣（市）

政府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據實造冊（檢附核定名冊、天 然災

害救助勘查表（須經相關單位核章完妥）、並分別敘明申請賑助

具體事實， 備函逕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審查通過後核實發

給慰助金。 

     辦法：因 88 水災淹水戶數達數萬戶，住戶淹水救助金（每戶 2 萬元）， 

           因縣市政府亦有發放，擬改以縣市政府核定發放之名冊（須經相

關單核章完妥）即可，免再檢附天然災害勘查表影本，以節省縣

市政府影印、整理之經費及人力，及本會重複審核及保管空間。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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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情形：本會將發函各縣（市）政府，本次莫拉克颱風之淹水救助，

核銷作業簡化為僅須檢附各縣（市）政府核定之請領清冊（敘

明申請賑助項目，並經相關單位核章完妥即可），其他附件

由各縣（市）政府審核後自行留存。 

     決定：同意備查。 

 

（五）第五案：為有效整合民間志工資源，協助政府部門投入八八水災 

        災區辦理相關賑助工作，擬具「經驗傳承 921-八八水災民   

        間志工整合計畫」。 

   辦法：該案授權執行長針對執行細節進行評估，具必要性與可行性 

者，相關執行費用包括所有志工團體的餐食、住宿、交通由賑災

基金會支應與協助安排。 

   決議：本會先參與各社福聯結平台，並與政府相關部門結合，後續並 

         就各董事能提供專業志工支援部分進行協商合作，讓董事能參 

         與本會之志工整合計畫，以建構次平台聯繫網絡。 

   辦理情形：本會將於 98 年 8 月 19 日下午派員參與紅十字會召開之相 

              關平台之會議，以便了解如何切入。 

     決定：同意備查。 

 

三、 案由：有關公務人員退休後在本會任職者，不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相 

           關規定案，請  備查。 

     說明：（略） 

    決議：請再洽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確認。 

 

玖、討論事項：  

一、 案由：有關 980807 莫拉克颱風本會發放各項賑助金擬簡化會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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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事宜，請審  議。 

    說明： 

（一）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七點規定：災民賑助  

         之核給，由本會推派董事及監察人七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其一 

         次申請案件總金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者，授權審查小組審查通 

         過後決定之。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者，除先提審查小組初審外，並 

         應再提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決定。 

         為爭取賑助時效，賑助之慰助金得配合政府措施辦理，事後再將辦 

         理情形提報本會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追認。 

（二）因 980807 莫拉克颱風各項賑助金發放有其及時性，如遇各縣（市） 

     政府來會申請，再召開 7 人審查小組會議、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 

     恐不及因應，例如死亡及失蹤之賑助，內政部於發放前一天將審查 

     核定資料傳真本會，本會必須於當日或次日將賑助金撥到其指定之 

     帳戶（98.08.13 撥 660 萬、98.08.14 撥 9,480 萬），才能與內政部 

     同步發放。 

    辦法：授權由董事長核定後即撥至各代發單位之帳戶盡速發到災民手上， 

         事後再將辦理情形提報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追認，以免代發單 

         位分二次發放及受領人跑二次。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本會發給莫拉克颱風 88 水災災民安遷、租屋賑助金等因數量 

           龐大，應檢附資料擬予簡化，請 審議。 

  說明： 

（一） 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六點規定：災民

賑助除住戶淹水救助外，一律須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災害發生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據實造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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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核定名冊、天然災害救助勘查表（須經相關單位核章完妥）、

受災戶災害發生時之戶口名簿影本及因災致住屋毀損之照片等

相關證明文件）並分別敘明申請賑助具體事實，備函逕向本會提

出申請；經本會審查通過後核實發給慰助金或設法予以必要之協

助。 

（二） 有關淹水賑助之簡化措施已於 98 年 8 月 13 日臨時董事及監察  

     人聯席會議通過在案。 

    辦法：擬就縣市政府自己亦有發放之項目比照淹水賑助簡化程序措施 

         辦理，即改以縣市政府核定發放之名冊（須經相關單位核章完 

         妥）即可，免再檢附天然災害救助勘查表、受災戶災害發生時 

         之戶口名簿影本及因災致住屋毀損之照片等相關證明文件）， 

         以節省縣市政府影印、整理之經費及人力，及本會重複審核及 

         保管空間。縣市政府無發放而緊本會發放之項目，則仍依照本 

         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之規定檢附相關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壹拾、 臨時動議：  

一、案由：為提供莫拉克颱風受災民眾於中期安置(租屋)或暫住親友家人期 

          間獲得生活上適切保障，特擬訂「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災民生活 

          補助金發放計畫」，建請 貴基金會同意運用各界捐款辦理發放 

          事宜。 

  說明： 

（一） 98 年 8 月莫拉克颱風侵台灣，造成南部、東部地區慘重災情，

中央除協助地方政府先行提供臨時收容所短期收容受災戶外，為

對協助受災戶後續生活提供經濟基本支持，本部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發給對象為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風災震災重大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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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所訂住屋毀損不堪居住程度之受災

戶，未接受政府提供臨時住宅(組合屋)、軍營、學校及其他安置

者。 

（三） 發給標準以「戶內人口每人每月新台幣 3,000 元，每戶最高以

5 口為限」，發給期間 6 個月，並應核實發放。 

（四） 本案經費預估合計新台幣 1 億 8,000 萬元整（2,000 戶×每口

3,000 元×最高 5 口×6 個月）。 

  決議： 

       （一）本會全力配合政府「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 

             發放金額照案通過，以本會名義委託內政部轉發，請內政部參 

             酌各位董事及監察人之發言補充計畫相關內容。 

       （二）為簡化本案核撥之行政作業程序，本案俟內政部核定後，本會 

      依內政部所擬計畫經費需求，先行撥予內政部辦理補助災民事 

      宜，並請內政部視計畫辦理情況，適時檢附相關憑證，送本會 

            辦理經費核銷。 

 

二、案由：為推動 88 水災（莫拉克颱風）災民自行租屋解決組合屋興建計 

          畫，運用民間捐款，擬請貴基金會補助發放租金補助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行政院 94 年 5 月 24 日院臺建字第 0940020422 號函核定「重

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宅重建原則」 

         短期安置： 

1. 由地方政府運用學校、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等符合安全檢查之公 

  共設施予以緊急臨時安置，並提供民生物資。 

2. 必要時協調社會福利團體提供專業社工人力，協助給予災民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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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輔導，或於必要時調查中長期安置需求。 

3. 安置期間為二週至一個月。 

        中期安置： 

1. 由地方政府運用民間捐款發放租金補助方式辦理。 

2. 發給期間以六個月為原則，地方政府視實際需要可酌予調整，最 

  長不超過二年。 

3. 發給對象：災害發生當時房屋所有權人實際居住者，由村（里） 

  幹事會同村（里）長認定其居住事實。 

4. 發給標準：戶內人口三口以內者發給每月新臺幣 （以下同）六 

  千元、戶內人口四口者每月八千元、戶內人口五口以上者每月一 

  萬元；地方政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5. 地方政府應成立單一窗口，除辦理租金補助申辦事宜外，並提供 

  災民有關就業、就學、就養及心理衛生等方面之協助。 

（二） 根據921震災興建組合屋安置災民之經驗衍生很多後續處理問

題，如最長延至五年才拆除，生活、教育及衛生品質不佳及目前

值新流感敏感時期等等。 

（三） 災民中期安置得選擇組合屋或租金補助，二者擇一不得重複，

並應核實發放。 

（四） 依前開標準，概估災民 10,000 人，每戶人口 5 口，計 2,000

戶，期間 2 年，共需 4.8 億元，並核實發放。 

   內政部林政務次長中森補充說明： 

（一）本計畫係由受災戶自1.自行租屋2.自行購屋3.由政府安置三個

方案中選擇一項辦理。 

（二）選擇自行租屋者是以 1.賑災基金會的每口 3,000 元每戶最多

9,000 元，最長半年。2.內政部（營建署）之每月 3,600 元，最

長一年。3.本計畫之 3 口以下每月 6,000 元，4 口每月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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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以上每月 10,000 元，最長 2 年。三種補助中擇一辦理，領

了賑災基金會的就不能再領其他二種，故內政部須作勾稽。 

  決議： 

       （一）本會全力配合政府「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 

             全案照案通過，發放金額照案通過，並委託內政部發送，請內 

             政部參照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意見補充修正計畫，以利執行。 

（二）為簡化本案核撥之行政作業程序，本案俟內政部核定後，本會 

      依內政部所擬計畫經費需求，先行撥予內政部辦理補助災民事 

      宜，並請內政部視計畫辦理情況，適時檢附相關憑證，送本會 

      辦理經費核銷。 

 

壹拾壹、散會：17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