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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 

第 4 屆第 5 次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紀錄 

壹、時間：98 年 3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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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錄：余信貞 

肆、出席董事及監察人：吳董事財順、黃董事美娜、朱董事金錫、徐董事

明淵、孫董事健忠、廖董事健男、周董事光宙、簡董事太郎（徐董事

明淵代）、張董事平沼（孫董事健忠代）、許董事高明（朱董事金錫

代）、阿星．阿曼董事（吳董事財順代）、淨良董事（黃董事美娜代）、

劉監察人智復、張監察人育珍、王監察人挺龍。 

伍、主管機關代表：行政院賈參議裕昌。 

陸、列席人員：本會王代理執行長邦正、黃兼任組長羅龍、王組長全憲、

林專員志修、王專員翠英、陳專員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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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介紹新任監察人： 

一、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12 條規定，本會董事會置董事

15 人至 19 人，監察人 3 人，任期二年，由行政院聘任之。 

二、 行政院 98 年 1 月 23 日院授人力字第 09800001032 號函，財政部國庫

署蘇專門委員寶富原兼任本會第 4 屆監察人，因職務異動，改聘該署

劉專門委員智復接兼。 

玖、工作報告（共 16 案） 

一、 上次會議紀錄（如附件）確認。 

決議：確認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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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如下，請 備查案。 

項次 
決議事項 

（97年12月 5日） 

辦理情形 備註 

一 雲林縣政府檢送該縣口湖

鄉 97 年 10 月 6 日豪雨受

災申請淹水賑助案。 

依據雲林縣政府97年11

月 19 日府社救字第

0970614124 號函申請蔡

灣 君淹水賑助 1 戶，賑

助金額新台幣 2 萬元，業

於97年 12 月 10日匯撥

至雲林縣政府社會救助

專戶，帳號

00171160270031。 

已辦理完

成。 

二 有關本會所擁有之不動產

111 戶房屋及二筆土地，邀

董事及監察人現場訪查，及

其後續處理方式案。 

 

（一）案經本會邀請董

事、監察人分三梯次於

97 年 11 月 5 日、11 日及

18 日前往現場訪查，參

加之董事計有廖董事健

男、周董事光宙、張董事

平沼（賴副秘書長榮坤代

理）及杜董事明翰（全處

長國成代理）；與會董事

咸認為部分地段較佳、隔

局適宜之房屋，仍有出售

之可能；其餘部分，若能

已辦理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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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度反應市場行情，仍有

脫售的機會。 

（二）本案承周董事光宙

引荐委託「台灣金聯資產

管理股份有限公司」代為

銷售，為爭取銷售時機，

避免空窗期產生虛耗時

間；本會業與財團法人九

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原

委託銷售之「富悅開發管

理有限公司」簽訂合約，

依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

重建基金會原售價繼續

代為銷售(委託期間自

97年 12月 15 日起至98

年 6 月 14 日止共計六個

月）。 

三 本會定位及組織編制研處

意見。 

（一）在定位上：本會係

屬政府捐助成立，為具有

公益性質之公設財團法

人，以協助並彌補政府在

天然災害賑災體系中照

顧災民不足之處為核心

業務，並以國內天然災害

已辦理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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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災民為前提，而未及

於天然災害以外之其他

賑助，且範圍僅限於國

內。本會受行政院、內政

部之監督，董事長及執行

長須報行政院核可，預算

及決算須陳報內政部層

轉立法院審議，凡此均與

其他民間財團法人不同。 

（二）在組織編制上：本

會組織架構設立行政

組、業務組、財務組三

組，與性質類似之財團法

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

會相同，建議目前仍維持

設立行政組、業務組、財

務組三組。在編制方面，

經評估業務擴展情形及

配合財團法人九二一震

災重建基金會賸餘財產

移交本會後，業依本會修

正後員額運作，以分組辦

事為原則，並視業務性質

與同仁專業背景機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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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目前本會配合業務需

要，建議仍維持目前編制

運作；其屬可委外辦理之

業務將檢討委外辦理，以

節省人事費用。未來如人

力仍有不足時，將配合修

正本會員額編組表，再提

報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

審議。 

（三）在運作上加強與其

他社團體合作：除秉持客

觀超然立場統籌運用各

界賑災捐款辦理賑助

外，為擴大服務，將觸角

深入各個角落。鑒於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台灣世界

展望會等單位，已於各縣

市、鄉鎮設有分支單位，

會員與志工人數眾多，觸

角深入社會每個角落，運

作極為靈活，擬加以借

重。 

決議： 

（一） 准予備查。 



第 6 頁，共 25 頁 

（二） 自本次會議開始，會議紀錄工作報告部分須載記說明及決   

定，討論事項部分須載記說明、辦法及決議。 

 

三、 案由：本會人事異動，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辦理：「本會置執行長一人， 

襄助處理本會事務，由董事長提名，董事會議通過聘任；並

得視業務需要置工作人員若干人，由執行長提請董事長同意

後聘任之；解任時亦同。」 

（二） 本會聘請行政組王邦正組長代理執行長：原黃執行長文曲因 

另有個人生涯規劃於 98 年 2 月 16 日請辭，改聘為顧問（至

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屆滿為止），

由行政組王邦正組長代理執行長。 

（三） 本會聘請黃顧問羅龍兼任行政組組長：因原行政組王邦正組 

長代理執行長，自 98 年 2 月 16 日聘請黃顧問羅龍兼任行政

組組長。 

（四） 本會聘請王全憲先生為業務組組長：原業務組許組長正平因 

另有生涯規劃於 98 年 2 月 16 日請辭，改聘為顧問（至本屆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屆滿為止），自 98

年 2 月 16 日聘請王全憲先生為業務組組長。 

（五） 本會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聘請林志修先生為行政組專員。 

（六） 本會原財務組尤組長杏暖自 98 年 3 月 4 日辭兼本會職務。 

（七） 本會自 98 年 3 月 19 日起聘請劉寶貴女士為本會顧問（至本

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民國 98 年 11 月 30 日屆滿為止）。 



第 7 頁，共 25 頁 

（八） 本會自 98 年 3 月 19 日起聘請陳沈智先生為為業務組專員。 

決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依廖董事健男及孫董事健忠建議： 

1. 請本會增聘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2. 請建立本會董事及監察人通訊錄。 

3. 下次會議時請備妥上次會議紀錄及相關資料等，以備查考。 

 

四、 本會搬遷辦公室至台北縣新店市北新路3段200號 5樓，請 備查案。 

說明：本會於 97 年 12 月 29 日搬遷辦公室至大坪林聯合開發大樓，

地址為台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3 段 200 號 5 樓。 

決議：准予備查。 

 

五、 案由：97 年辛樂克颱風，經地方政府核定符合災害救助標準者，宜 

蘭縣新增死亡 2 位（林曹月美女士及馮秋梅女士）；薔蜜颱風，

經地方政府核定符合災害救助標準者，宜蘭縣死亡 1 位（林長

聰先生）本會業已致送慰助金各新台幣 40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內政部 97 年 12 月 5 日台內社字第 0970195586 號及第

09701955861 號函辦理。 

(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死亡賑助：每人發給慰助金

新台幣四十萬元。 

2.第七點規定：「…為爭取賑助時效，賑助之慰助金得配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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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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7 年辛樂克颱風，經地方政府核定符合災害救助標準者，宜蘭 

縣新增死亡 2 位（林曹月美女士及馮秋梅女士）；薔蜜颱風， 

死亡 1 位（林長聰先生），本會配合內政部致送慰助金各新台 

幣 40 萬元。 

決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下次會議資料請將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申請函文列為附件，以

資參考。 

 

六、 案由：97 年辛樂克颱風，本會致贈特別慰助金予受難者家屬，請 備   

查案。 

說明： 

(一)依 97 年 12 月 10 日董事長指示辦理。因司姓等七員受災戶在公 

路總局有關事實之確認作出拒絕國賠之決定後，本會為了解災戶 

之困境與妥善處置之必要。於 97 年 12 月 16 日召開「有關辛樂 

克颱風豐丘明隧道附近土石崩坍特別慰助事宜審查小組會議」決 

議通過辦理。 

(二)各項賑助說明如下： 

1.董振斌先生死亡慰助金新台幣 20 萬元，失依兒童 2 位生活 

慰助金第 1 年各新台幣 6 萬元。 

2.陳金豐先生死亡慰助金新台幣 20 萬元。 

3.金添福先生、王淑美女士死亡慰助金各新台幣 20 萬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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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兒童 1 位生活慰助金第 1 年新台幣 6 萬元。 

4.司美芳女士死亡慰助金新台幣 20 萬元，失依兒童 4 位生活 

慰助金第 1 年各新台幣 6 萬元。 

5.司淑英女士死亡慰助金新台幣 20 萬元，失依兒童 4 位生活 

慰助金第 1 年各新台幣 6 萬元。 

6.蔡玉桃女士死亡特別慰助金新台幣 20 萬元。 

(三)本會已由董事長率領本會同仁親致慰助金予受難者家屬。 

決議：准予備查。 

 

七、 案由：本會核發花蓮縣政府鳳凰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共 4 戶計 9 人新 

台幣 9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花蓮縣政府 97 年 11 月 21 日府社助字第 0970182146 號函

及 97 年 12 月 5 日府社助字第 0970189175 號函，申請本會安

遷賑助 4 戶 9 人。 

（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安遷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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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七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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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會於 98 年 1 月 19 日賑基字第 000980006 號函請審查小組

書面審查通過，核發安遷賑助金額新台幣 9 萬元。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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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案由：本會核發臺南縣政府薔蜜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 1 戶計 1 人暨辛 

樂克及薔蜜颱風受災戶淹水賑助 32 戶，各新台幣 1 萬元及 64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該府 97 年 12 月 5 日府社助字第 0970279790 號函，申請本

會安遷賑助1戶 1人；97年 12月 5日府社助字第0970279792

號函，申請本會淹水賑助 32 戶。 

（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安遷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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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戶淹水救助：每戶發給新台幣二萬元。 

2.第七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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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會於 98 年 1 月 19 日賑基字第 000980006 號函請審查小組

書面審查通過，核發安遷賑助金額新台幣 1 萬元及淹水賑助

金額新台幣 64 萬元。 

決議：准予備查。 

 

九、 案由：本會核發臺北市政府辛樂克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共 1 戶計 2 人   

新台幣 2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該府 97 年 12 月 9 日北市社助字第 09743413800 號函，申

請本會安遷賑助 1 戶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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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安遷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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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七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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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會於 98年 1月 19日賑基字第 000980006 號函請審查小組 

書面審查通過，核發安遷賑助金額新台幣 2 萬元。 

決議：准予備查。 

 

十、 案由：本會核發苗栗縣政府辛樂克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共 11 戶計 34 

人、淹水賑助 2 戶暨薔蜜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 10 戶 28 人，各

新台幣 34 萬元、4 萬元及 28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該府 97 年 12 月 15 日府社助字第 0970185146 號函，申請

本會安遷賑助 11 戶 34 人及淹水賑助 2 戶；97 年 11 月 29

日府社助字第0970184110號函及98年 1月 12日府勞社救

字第 0980007611 號函，申請本會安遷賑助 10 戶 28 人。 

（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安遷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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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戶淹水救助：每戶發給新台幣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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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七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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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會於 98年 1月 19日賑基字第 000980006 號函請審查小組 

書面審查通過，核發安遷賑助金額新台幣 62 萬元及淹水賑助

金額新台幣 4 萬元。 

決議：准予備查。 

 

十一、 案由：本會核發南投縣政府辛樂克颱風受災戶安遷賑助共 10 戶計 

33 人及淹水賑助 117 戶，各新台幣 33 萬元及 234 萬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該府 97 年 12 月 11 日府社助字第 09702377470 號函，申

請本會安遷賑助 10 戶 33 人及淹水賑助 117 戶。 

（二） 依據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 

1.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規定：安遷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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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七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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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會於 98年 1月 19日賑基字第 000980006 號函請審查小組

書面審查通過，安遷賑助金額新台幣 33 萬元及淹水賑助金

額新台幣 234 萬元。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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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案由：有關台中縣大里市善化路 166 巷 90 弄 1 號 2 樓「大里市全 

家福社區 A2」房屋土地買賣，退還訂約金新台幣 15 萬元乙

案，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依富悅開發管理有限公司 98 年 2 月 5 日（九八）富悅字第 

０一二號函辦理。 

（二） 依富悅開發管理有限公司來函表示：吳朝洋先生因家庭因 

素，無能力支付房屋尾款，若依合約規定，訂約金遭沒收，

將造成極大負擔，故請本會一本賑災濟民及行善助人之心，

惠予退還訂約金新台幣 15 萬元。 

（三） 本案經 98 年 3 月 18 日本會第 1 次審查小組會議討論通過， 

退還訂約金新台幣 15 萬元並匯撥至富悅開發管理有限公司

帳號：合作金庫銀行 1885717113336，請其轉致吳朝洋先生，

並提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十三、 案由：為訪視卡玫基颱風受災戶李艷珠及辛樂克颱風受災戶蔡純給 

予特別賑助案，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本案經 98 年 3 月 18 日本會第 1 次審查小組會議討論通過。 

（二） 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並比照豐丘明隧道災損補助渠等子女就學期間之

生活補助金，補助情形為： 

1. 李艷珠女士部分：給予李女士長女於就學期間每月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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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生活補助金，總計補助總金額約 140,000 元。 

2. 蔡純女士部分：依蔡女士子女就學期間長短，每人每月給 

予生活補助金 5,000 元，預計補助總金額約 480,000 元。 

決議：准予備查。 

 

十四、 案由：有關臺南縣政府檢送該縣縣民辜培標先生因 97 年卡玫基颱 

風來襲落水死亡，申請本會賑助乙案，請 備查案。 

說明： 

（一）依臺南縣政府 98 年 3 月 16 日府社助字第 0980060605B 號函 

辦理。 

（二）本案經 98 年 3 月 26 日本會第 2 次審查小組會議討論通過， 

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四點規定之災

害賑助核給標準：死亡賑助：每人發給慰助金新台幣四十萬

元，核發慰助金新台幣 40 萬元由本會親致慰助金予受難者家

屬。 

決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今後類似第五案至第十四案，可彙整一案列表提案，以縮減 

開會審議時間。 

十五、 案由：本會原擬委託台灣金融資產服務(股)公司標售不動產案緩  

議，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有關本會接管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移交之不動 

產 111 戶房屋及二筆土地後續處理方式案，業經提奉 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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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決議委託

台灣金融資產服務(股)公司代為銷售。 

（二） 嗣後本會陸續與該公司協商委辦事宜，惟鑑於目前整體經濟 

景氣持續不佳，中南部房勢亦十分低靡，房屋如以拍賣方式

並一再折價標售，於時機上對本會實非有利之選擇，案經本

會 98 年第一次審查小組決議本案緩議，該批不動產繼續委由

富悅開發管理有限公司銷售(委託期間自 97年 12 月 15 日起

至 98 年 6 月 14 日止共計六個月）。 

決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依周董事光宙及廖董事健男建議： 

1. 現因景氣欠佳，建議仍委由富悅開發管理有限公司銷售， 

日後視需要再與台灣金融資產服務(股)公司洽談代為銷售

事宜。 

2. 有關大里市中興國宅工地之既有地下停車場或有缺口部 

分，應予加封加蓋，以免發生外人侵入危及生命安全狀況。 

 

十六、 案由：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函請協助其「備災救災能力提升及整合 

計畫」，本會查無依據給予補助，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以下簡稱紅十字會）以 98 年 2 月 2 

日(98)賑字第 0039 號陳該會為提升及整合備災救災能力，

擬定了五年中程計畫，該計畫之執行預算計需新台幣 5 億

4,465 萬元，請本會運用接管之財團法人 921 震災重建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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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賸餘款項加以補助。 

（二） 案經本會 98 年第一次審查小組審議，認為本會主要業務係 

以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後，協助經濟上處於弱勢之災區災

民，使其能脫離生活困境並走出陰霾，屬於災後之賑助工

作，至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前之備災預先防治工作，非屬本

會業務；且該會救災計畫範圍非僅限於國內，尚涵蓋及全球

各國，凡此皆與本會捐助基金之設置目的及業務規定不盡相

符，本會並無給予補助之依據。 

決議：本案請查明當初之背景，當初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

結束前曾承諾補助紅十字總會備災救災能力提昇及整合計畫，

請查明有無書面文件，提下次審查小組審議，並請紅十字總會

派代表列席說明。 

 

十七、 案由：行政院新聞局將其「明天過後，一萬個希望」捐募活動賸餘 

款新臺幣 1,036 萬元捐贈本會，請 備查案。 

說明： 

（一） 行政院新聞局洽本會將旨揭捐募活動賸餘款捐贈本基金 

會，作為辦理有關國內地震災區 18 歲以下貧困兒童少年及

國內需受照護之 18 歲以下貧困兒童少年之撫慰、安置、生

活、醫療及教育之扶助事項之用。 

（二） 本會將依其指定用途妥善運用。 

決議：本案提請審查小組審議，再提下次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 

 

壹拾、討論事項（共 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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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謹提有關台北市東星大樓更新重建工程資金不足，本會是否  

給予協助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台北市東星大樓於 88 年 9 月 21 日大地震中倒塌，於 90 年 8 月 

18 日都市更新會成立後，開始重建工程，惟因更新會會員內部 

意見分歧，嗣經承包建商倒閉、接續之建商施工進度嚴重落後而 

予解約等因素，以致迄今仍無法完工交屋。 

（二）政府為徹底協助該大樓受災戶完成重建，已責成內政部營建署及 

臺北市政府參與督導更新會之重建工程，希儘速完成重建，使災

民能早日回復正常生活。惟經查上開重建受災戶應負擔之工程

款，尚有新台幣 50,133,025 元之資金缺口尋求協助，經范政務

委員良銹於 98 年 3 月 13 日邀集內政部營建署、臺北市政府、東

星大樓都市更新會等單位協商，決議協調本基金會研究能否依財

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之臨門方案，如該工程如期於 98

年 8 月底前完工，則給予每戶 20 萬元之公共設施補助獎勵。 

辦法：依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之臨門方案給予每戶公共設 

施獎勵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二、 案由：謹提台北縣新莊市雙鳳社區更新重建工程資金不足，本基金  

會是否給予協助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依內政部 98 年 2 月 27 日台內社字第 0980017226 號 函辦理。 

（二）新莊市雙鳳社區於 91 年 3 月 31 日地震時嚴重受損，被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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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更新地區，因非屬 921 大地震災損，故無法比照或依九

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之臨門方案獲得重建資金之協助；重建

工程因建材價格及內部意見之整合問題，60 重建戶中之 17

戶所有權人退出更新會不參與更新，致更新會增加發放土地

補償金之成本，造成重建資金來源不足。台北縣都市更新基

金因相關配套措施尚未研訂，短期內無法支應，故向本基金

會尋求能否以專案方式提供無息暫借款，以支應其重建資金

缺口，並於工程完工，銷售餘屋後再行償還。 

（三）內政部於 98 年 2 月 18 日函社會司並副知本會，敘明本會承

接 921 基金會賸餘財產，應積極投入對災民之協助，並請本

會專案考量雙鳳社區更新會所需，要求本會提供無息暫借

款，以支應其重建資金缺口，並於工程完工，銷售餘屋後再

行償還。98 年 2 月 27 日內政部再函請本會依捐助章程及相

關業務法規辦理本案。 

（四)本案更新會所提重建計劃總金額為 220,479,445 元，已有之資

金有 147,003,240 元，不足資金缺口為 73,446,205 元，其支

應用途為：1.發放 14 戶土地補償金額 33,646,964 元。2.支付

14 戶共同負擔費用共計 9,799,241 元，預估更新完成後盈餘

12,108,395 元。 

（五)新莊市雙鳳社區都市更新會除請求給予資金協助外並提出行

政院於 94 年 10 月 4 日發布施之「災區民眾重建資基金之利息

補貼作業辦法」，請本會考量該辦法第 5、8 條之規定。 

經查上揭辦法係桃芝颱風後所訂定，其適用於重大天然災害發

生時經政府主管機關確認為災區之民眾，其經費來源需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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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或由賑災專戶之民間捐款優先支

應（即指針對該次重大天然災害之捐款專戶，非泛指本基金會

之民間捐款），則該利息補貼作業辦法非本基金會所能據為使

用。 

（六)本基金會並非金融機構，如無依據貸予他人資金，將觸犯銀行

法。又雙鳳社區 921 震災災區，並不具備臨門方案貸款 150 萬

元以內免息、150 萬元至 350 萬元 2％年利率，現今年利率為

0.7％。 

（七)經研議給雙鳳社區之協助以比照 921 震災重建基金會之臨門

方案公共設施補助與利息與信託費用補貼之優惠條款辦理較

為適當： 

1.公共設施補助方面：於受災戶辦理貸款銀行資金到位，本會接 

到通知後，即可核發本項 20 萬元補助。 

2.利息與信託費用補貼方面：原 921 震災重建基金會委請建經公 

司與管理銀行共同為受災戶辦理重建各項事宜，所需費用於建 

經公司約為每戶貸款金額之 2.5％，在管理銀行所需費用約為 

每戶貸款金額之 1％。 

3.本會不宜長期補貼受災戶利息，為考量善用本會捐款及優惠受 

災戶，相關貸款宜由受災戶自行辦理，本會則給予一次全部所 

貸金額之 2.5％利息補助，每戶利息補助最高不得超過 20萬元。 

4.上開方式於大里市永東社區及台北市金宮大樓均有實施案例。 

辦法：【方案一】以該更新重建案業已逾期完工多年，本會查無依據

可給予任何協助。 

【方案二】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第四款「其他與協助賑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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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規定，比照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

會之臨門方案給予每戶公共設施獎勵補助新台幣20

萬元。 

【方案三】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第四款「其他與協助賑災有

關事項」規定，給予一次全部所貸金額之 2.5％，

每戶利息補助最高不得超過 20 萬元之利息補助；另

依 921 震災重建基金會之臨門方案給予公共設施獎

勵補助每戶 20 萬元。 

【方案四】請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以 921 震災重建基金會原委

託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辦理 921 震災災

民重建信用保證業務之剩餘基金約 8 億餘元，對本

案資金缺口提供信用保證。 

決議：本案已提 98 年 3 月 26 日審查小組會議決議為：評估分析以

提供信用保證之方式協助本案資金缺口之可行性，提下次董

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討論。本案進一步研究，有無更佳處方

案，再審查小組研議決定，並提下次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

追認。 

 

三、 案由：謹提本會捐助章程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修訂  

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捐助章程修訂： 

1. 本基金會捐助章程原訂定之業務執行項目，已不敷當前本 

會運作之適用，為加強社會資源之有效運用，並達成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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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應有之功能，茲修正本會捐助章程相關業務項目。 

2. 本會自接管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賸餘財產及 

未竟業務，業務量遽增，且本年為九二一震災十週年，本

會亦積極參與相關紀念活動等，有關公部門跨部會間之聯

繫事項，企需適當人員協助執行，故增設副執行長一人，

以協助執行長處理本會業務，捐助章程相關規定亦配合修

正。 

（二）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修訂： 

1. 經查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相關規定， 

有未竟完備之處，允宜修訂。 

2. 為照顧因災失去依靠、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撫育或安養、 

養護者之失依兒童、青少年、老人及身心障者，經本會核

定應予賑助者，另發給生活補助金，並增訂核發之相關規

定。 

（三）上揭法規之修訂業經本基金會 98 年第 2 次審查小組審議通過。 

辦法：照案通過，修訂後捐助章程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

點，報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決議：本會捐助章程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尚無修正必

要，本次不予修訂。 

 

四、 案由：謹提本會 97 年度決算審議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 依據內政部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第十三

條規定，財團法人應將前一年度之執行業務報告書、經費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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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書、財產清冊及基金存款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本會 97 年度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經委請日盛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簽證，於 98 年 2 月 16 日送達本會。 

（三） 檢附本會 97 年度決算書，並業經本會 3 位監察人審核，出 

具監察人報告各1份。本會97年收入為新台幣4,967,181,299

元；支出為新台幣 30,422,780 元；餘絀為新台幣

4,936,758,519 元。 

辦法：本會 97 年度決算相關書表業經本會 3 位監察人完成審核，擬建

議照案通過，依內政部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

規定，報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決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因本會財務組組長仍懸缺中，決算相關書表財務組長暫由王 

代理執行長邦正負責代理審核，請各位董事及監察人推薦財

務組組長適當人選。 

 

五、 案由：謹提本會 97 年度業務報告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 依據內政部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第十 

三條規定，財團法人應將前一年度之執行業務報告書、經費

決算書、財產清冊及基金存款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本會 97 年度共賑助 128 戶 456 人，金額共計新台幣

28,609,000 元。 

辦法：建議照案通過，依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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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規定，報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六、 案由：本會辦理 921 地震十週年紀念活動，有關民間參與社區重建 

活動計畫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 今年九月中旬，適逢我國發生 921 集集大地震十週年，該次 

地震共計造成 2400 人死亡，失蹤 50 人，1 萬多人受傷，10

萬餘戶房屋全、半倒，財物損失超過新台幣 3600 億元。當

時為因應重建復原之需要，政府與民間各界，有錢出錢、有

力出力，攜手合作，展現高度動員力量，在極短的時間內，

完成各項復原建設，使重災區民眾的生活，逐漸走出陰霾，

步上另一個充滿希望的明天。 

（二） 政府鑑於此一日子，對國人心理重建的重大意義，已召集相 

關部會首長，就 921 地震十週年，安排多項紀念活動，並定

於 921 紀念晚會中，作出政府對國土保育之承諾與宣示。 

（三） 本會依籌備指導委員會所作任務分工之決議，將與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合作，辦理民間參與活動部分。 

（四） 本會已由范董事長良銹暨科技中心陳主任亮全，連袂拜訪中 

國醫藥大學黃校長榮村（原 921 震災重建推動委員會執行

長），並蒙其允諾，擔任民間參與紀念活動之召集人。 

（五） 奉 董事長指示，為考量作業時效，本會先完成【921 地震 

十週年紀念活動，民間參與社區重建活動計畫案】草案，俟

政府主計畫定案後，本會配合作為活動推展與修正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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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 本會依活動計畫（草案）之規劃，與科技中心配合，推動相 

關活動，以展現民間參與救災與復原重建之成果。 

（二） 持續與民間社團與 NGO 組織聯繫，廣徵社會宏見，納入本會 

活動計畫，並採策略聯盟方式，以深化活動之成效。 

決議：本案活動計畫草案照案通過，惟執行時應本撙節及嚴謹原則辦理。 

 

七、 案由：本會為因應公務需要，設立中部事務所案，請 審議案。 

說明： 

（一） 奉本會范董事長良銹 98 年 3 月 22 日指示 依本會捐助章程 

第二條研辦。 

（二） 依本會章程第三條規定，本會平日所轄事務，為所有因天然 

災害所衍生的人員傷亡、住屋損壞及重建、重購各項事務之

辦理。 

（三） 自去（97）年 10 月 1 日，921 震災重建基金會任務結束後， 

移交本會之資產清冊，包括現金新台幣 45 億元，房屋 111 棟

及兩筆土地在案。 

（四） 上述房屋之管理與銷售委託富悅房地產公司辦理，唯本會仍 

需不定時前往案址，處理相關產權移交暨庶務事宜，由於房

舍遠近不一，交通往返甚為費時，造成人力資源之耗費甚鉅。 

（五） 為精進工作成效，並主動照顧與關懷中部重建區民眾，擬由 

轄管之房舍，擇取位置適當者，作為本會於中部地區之事務

所，就近處理列管屋舍與民眾相關之問題。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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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二條規定：視業務需要設立分事務所。 

（二） 就地理時空與便捷性之考量，以草屯鎮藝術國寶社區為較佳 

之選擇。 

（三） 案奉核可後，依核示辦理房舍使用空間之規劃與辦公設備之 

添置。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壹拾壹、臨時動議：無 

 

壹拾貳、下午 12 時 30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