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拉克颱風受災戶住宅補貼作業規定 
 

一、依據：行政院九十八年八月二十四日院臺建字第○九八○○五四二

四三號函核定莫拉克颱風受災戶住宅補貼方案。 

二、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承辦金融機構，由內政

部（以下簡稱本部）另行公告之；借款人得向公告之任一承辦金融

機構申貸。 

三、申請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

條件： 

（一）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於災害發

生時設籍於該住宅）。 

（二）受災戶得由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中一人申貸。 

（三）每一受災戶及申貸者，就本專案中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

息補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及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

之重建重購賑助，僅得擇一申辦一次，不得重複申辦。 

房屋坐落於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之居民，其有意願遷居並

同意拆除原房屋者，亦可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前項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

間內，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下列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之一： 

1.房屋所有權狀。 

2.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 

3.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並檢附設籍該土地上建物之戶籍謄本；無戶籍謄本者，檢

具切結屬實之門牌編釘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二）前款第三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

地、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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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

因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致無法居住證明。 

（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已列於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安遷救助名冊內之申請人，得

提出自用住宅確因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書面聲明，免附前項第

四款之文件。 

五、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間內，

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 

1.房屋所有權狀影本。 

2.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二）前款第二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

地、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

形。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

因莫拉克颱風房屋受損致需修繕之證明。 

（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六、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受理期間及動撥期間，由本部

另行公告之。 

七、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貸款額度、優惠利率、各金

融機構貸放利率及政府補貼利率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三百五

十萬元，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

機動利率減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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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減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

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零點八機動調整。 

（四）政府補貼利率：百分之一點三三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減

優惠利率）。 

八、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利息補貼期限、貸款期限及

償還方式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二十年，寬限

期（繳息不還本）最長五年。 

（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十五年，寬限期（繳

息不還本）最長三年。 

九、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核貸金額、撥款方式及額度

統計規定如下： 

（一）核貸金額： 

1.實際貸款額度由承貸金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 

2.重建（購）貸款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額最高八成核貸，

每戶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受災戶有困難

者，得就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構申請信用貸款，

該二成信用貸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新臺幣三百五十萬

元內適用優惠利率，超過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部分，金融

機構以自有資金承作，不適用優惠利率；金融機構並得在

最高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申請本貸款信用保證。 

3.修繕貸款以恢復災前舊觀為原則，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

額最高八成核貸，每戶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

元。受災戶有困難者，得就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

構申請信用貸款，該二成信用貸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

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內適用優惠利率，超過新臺幣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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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部分，由金融機構以自有資金承作，不適用優惠利

率；金融機構並得在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範圍內向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申請風災貸款信用保證。 

（二）撥款方式： 

1.重建及修繕住宅貸款第一次撥款金額以核貸金額最高百分

之二十為原則（作為週轉金之用），其餘按工程進度分次

核撥。集合式住宅之重建貸款及集合式住宅公共設施部分

之修繕貸款，得由銀行將核貸金額一次撥入專戶控管，並

依工程進度分批撥付營建廠商。 

2.核貸金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小額修繕貸款，各金融機

構得視實際情況覈實撥貸。 

（三）額度統計： 

承貸金融機構受理借款戶申請額度、核准額度及撥貸金額應

速報本專案貸款經理銀行。 

十、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借款人違反相關規定者，

不得享有貸款各項優惠條件，並自違反規定日起依各承貸金融機構

規定辦理。 

十一、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所建（購）之住宅不限於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十二、申請重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以購買住宅成屋為限，不得購買預

售屋。 

十三、租金補貼受理申請期間、受理申請單位，由本部另行公告之。 

十四、租金補貼期程最長為二年，發給標準如下： 

戶籍內人口三口以內者，每月發給新臺幣六千元；戶籍內人口四

口者，每月發給新臺幣八千元；戶籍內人口五口以上者，每月發

給新臺幣一萬元。 

十五、申請租金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一）年滿二十歲。 

（二）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於災害

發生時設籍於該住宅）或其他因特殊不可抗力因素（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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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中斷無法返回自有住宅）確有租屋需求之民眾。 

（三）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因故無法提出申請者，得由其配偶

或直系親屬中一人申請。 

前項第二款特殊不可抗力因素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 

因特殊需要，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本部核准

調整第一項條件限制。 

十六、申請租金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辦理： 

（一）申請書。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

之房屋毀損受災證明（於領取安遷救助金名冊內者免附）。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因債務關

係遭法院強制執行或因其他因素致帳戶無法使用者，得由

申請人填具同意將租金補貼撥入指定人之郵局帳戶之切結

書後，以申請人指定之該郵局帳戶作為核撥租金補貼之帳

戶。） 

（五）租賃契約影本。 

十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列情形按月將租金補貼款項撥入

申請人郵局帳戶： 

（一）核發租金補貼核定函時已附齊第十六點規定文件，且其租

賃契約仍為有效者，自核定函核發日所屬月份或次月起，

按月核發租金補貼，首次先行核發二個月，發給期限最長

不超過二年。 

（二）申請時未檢附租賃契約，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租賃契約應

補件者，仍由主管機關自租金補貼核定函核發日所屬月份

或次月起，先行核發兩個月租金補貼，惟申請人應於核發

租金補貼核定函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件，逾期未補件或未

備齊相關書件者，停止發放租金補貼，並應返還溢領之租

金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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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補貼期間租約中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受補貼期間，因故租約中斷者，補貼戶應於二個月內檢附

新租賃契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審核完竣之月

份起，按月續撥租金補貼，逾期未檢附者，以棄權論。 

（二）除依第十七點第二款之規定，未檢附租賃契約之期間，不

予核撥租金。 

（三）已撥租金與續撥租金，合計仍以二年為限。 

十九、辦理租金補貼之住宅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不得為違法出租。 

（二）同一住宅僅核發一戶租金補貼。但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認不違反租金補貼政策意旨者，得酌予增加補貼

戶數。 

（三）租賃契約之承租人應為租金補貼申請人。 

二十、有下列情形之ㄧ者，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租金補貼： 

（一）停止租賃住宅且未依第十八點第一款規定辦理者。 

（二）經查申報資料有虛偽情事。 

（三）同時享有本專案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或修繕住宅貸款利

息補貼或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 

（四）申請人屬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款，因道路中斷無法返回自

有住宅者，租金補貼發放至道路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停止租金補貼後，仍溢領租金補貼者，應按該月之日數比例返還

其溢領金額。 

二十一、已申請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臨時組合屋、安

置國民住宅或九二一新社區者，不得申請本租金補貼。 

申請重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租金補貼發給期限最長不超過

一年；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租金補貼發給期限最長

不超過六個月。 

二十二、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中有關租金賑助及建購住宅貸款

利息補貼作業，亦適用本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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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承辦本專案貸款金融機構 
【銀行部分】   
銀 行 電 話 聯 絡 人 員

台灣銀行 （02）2349-3333ex307 或 302 何俊慰 

台灣土地銀行 （02）2348-3352 或 2348-3353 林科長、郭副科長 

合作金庫商業銀行 （02）2331-7531ex814 劉文珠 

第一商業銀行 （02）2348-1679 黃雲仙 

華南商業銀行 （02）8772-3112ex317 賴燕琴 

彰化商業銀行 （02）2536-2951ex2136  客服：0800-365-889-9  李坤霖 

高雄銀行 （07）5570535-320 黃麗英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 （02）2559-7003 或 2559-7171ex3421 或 3449 劉襄理、李增教 

【農漁會信用部部分】  
苗栗縣 

三義鄉農會 （037）872001 潘智郁 

三灣鄉農會 （037）831007 陳毓潔 

大湖地區農會 （037）994800 詹煦莉 

公館鄉農會 （037）225211 謝海鵬 

竹南鎮農會 （037）479639 翁水波 

西湖鄉農會 （037）921715 楊文印 

卓蘭鎮農會 （04）25892006 林秀蓮 

南庄鄉農會 （037）823155 蕭秀蘭 

後龍鎮農會 （037）727111 張秀蕊 

苗栗市農會 （037）320484 邱秀娥 

苑裡鎮農會 （037）862141 鄭振池 

通霄鎮農會 （037）753111 洪碧玉 

造橋鄉農會 （037）563215 湯瑞蓮 

獅潭鄉農會 （037）931340 楊淑貞 

銅鑼鄉農會 （037）981008 鍾秀英 

頭份鎮農會 （037）663006 湯森榮 

頭屋鄉農會 （037）250211 劉東梅 

南龍區漁會 （037）432023 林子鉅 

通苑區漁會 （037）758606 蔡淑娥 

台中市 

台中市農會 （04）23023560 黃繼烽 

台中縣 

大甲鎮農會 （04）26863990 廉裕源 

大安鄉農會 （04）26713929 郭遠 

大肚鄉農會 （04）26991161 秘書:趙啟清 

大里市農會 （04）24068011 陳錫滄 

大雅鄉農會 （04）25662216 江文秀 

太平市農會 （04）22781148 廖麗娟 

外埔鄉農會 （04）26832311 王幸春 

石岡鄉農會 （04）25721246 趙棋令 

后里鄉農會 （04）25565116 王鈺洲 

沙鹿鎮農會 （04）26623111 陳進生 

和平鄉農會 （04）25941518 李雪貞 

東勢鎮農會 （04）25872151 徐瑞敏 

烏日鄉農會 （04）23376150 林敏郎 

神岡鄉農會 （04）25620022 陳孝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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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鎮農會 （04）26392611 顏清坤 

清水鎮農會 （04）26232101 王水旺 

新社鄉農會 （04）25811511 林秀梅 

潭子鄉農會 （04）25344211 林家聲（代） 

龍井鄉農會 （04）26396511 林秀真 

霧峰鄉農會 （04）23303171 秘書:黃增昕 

南投縣 

中寮鄉農會 （049）2691111 李忠義 

仁愛鄉農會 （049）2802249 戴錦稔 

水里鄉農會 （049）2772101 黃毓基 

名間鄉農會 （049）2732111 陳振賢 

竹山鎮農會 （049）2642186 黃美珠 

信義鄉農會 （049）2791415 鍾素珍 

南投市農會 （049）2223346 吳漢陸 

埔里鎮農會 （049）2991005 何麗美 

草屯鎮農會 （049）2333151 李焟址 

國姓鄉農會 （049）2721510 陳慧蓮 

魚池鄉農會 （049）2895505 王建林 

鹿谷鄉農會 （049）2752100 邱麗卿 

集集鎮農會 （049）2761700 陳坤池 

彰化縣 

二水鄉農會 （04）8792111 陳增本 

二林鎮農會 （04）8961191 洪村鴻 

大村鄉農會 （04）8520327 賴錫源 

大城鄉農會 （04）8944565 汪麗雪 

北斗鎮農會 （04）8884156 卓裕生 

永靖鄉農會 （04）8221161 江素蓮 

田中鎮農會 （04）8749211 董文賢 

田尾鄉農會 （04）8830970 吳清森 

竹塘鄉農會 （04）8972002 莊玉杏 

伸港鄉農會 （04）7983191 柯春香 

秀水鄉農會 （04）7691321 黃春生 

和美鎮農會 （04）7564141 尤碧玉 

社頭鄉農會 （04）8732516 柳正訓 

芳苑鄉農會 （04）8984111 林秀琴 

花壇鄉農會 （04）7867821 柯炯豐 

芬園鄉農會 （049）2522216 林貴秋 

員林鎮農會 （04）8358176 蕭志雄 

埔心鄉農會 （04）8293171 顏惠雯 

埔鹽鄉農會 （04）8653016 陳秀蓮 

埤頭鄉農會 （04）8922211 許雅珍 

鹿港鎮農會 （04）7772271 林淑娟 

溪州鄉農會 （04）8895610 林樹欉 

溪湖鎮農會 （04）8853316 楊志鏗 

彰化市農會 （04）7371178 楊淑滿 

福興鄉農會 （04）7789226 梁錫隆 

線西鄉農會 （04）7583571 陳郁元 

彰化區漁會 （04）7774298 林嘉賓 

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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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農會 （05）2331637 李嘉裕 

嘉義縣 

大林鎮農會 （05）2653121 簡玉施 

中埔鄉農會 （05）2532201 徐萬源 

六腳鄉農會 （05）3802816 李文曲 

太保市農會 （05）3711101 董明選 

水上鄉農會 （05）2682010 曾愛華 

布袋鎮農會 （05）3472024 李惠敏 

民雄鄉農會 （05）2267151 劉明星 

朴子市農會 （05）3794102 許沂松 

竹崎地區農會 （05）2612120 林金蓮 

東石鄉農會 （05）3799174 歐陽澄輝 

阿里山鄉農會 （05）2562332 沈士焜 

梅山鄉農會 （05）2622100 吳玉琚 

鹿草鄉農會 （05）3752911 林漢仁 

番路鄉農會 （05）2592360 盧淑惠 

新港鄉農會 （05）3741148 何秀麗 

溪口鄉農會 （05）2691845 張敏俊 

義竹鄉農會 （05）3411301 楊進財 

嘉義區漁會 （05）3472606 邱輝雄 

雲林縣 

二崙鄉農會 （05）5986001 廖堂城 

口湖鄉農會 （05）7892701 吳德育 

土庫鎮農會 （05）6623111 黃秋雅 

大埤鄉農會 （05）5913631 許永良 

元長鄉農會 （05）7882116 顏素俄 

斗六市農會 （05）5322041 劉勝宜 

斗南鎮農會 （05）5973120 李賴象 

水林鄉農會 （05）7852605 陳碧雲 

北港鎮農會 （05）7832012 陳姿樺 

古坑鄉農會 （05）5823102 劉明昌 

台西鄉農會 （05）6985301 丁欽宗 

四湖鄉農會 （05）7872008 蔡蓓倩 

西螺鎮農會 （05）5863621 王萬益 

東勢鄉農會 （05）6992246 林秋桂 

虎尾鎮農會 （05）6323511 王秀滿 

林內鄉農會 （05）5892002 謝玉粉 

崙背鄉農會 （05）6961116 廖秀麗 

麥寮鄉農會 （05）6931101 吳秀銓 

莿桐鄉農會 （05）5846161 林安仁 

褒忠鄉農會 （05）6972111 邱木山 

雲林區漁會 （05）7721001 李政諭 

台南市 

台南市農會 （06）2567201 黃慶源 

南市區漁會 （06）2222712 王麗君 

台南縣 

七股鄉農會 （06）7871711 黃秋治 

下營鄉農會 （06）6892116 柯政乾 

大內鄉農會 （06）5761017 陳清林 

 13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70035&seq_no=2327&haveCancel=N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70079&seq_no=4968&haveCancel=N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70150&seq_no=5048&haveCancel=N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70817&seq_no=5508&haveCancel=N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60171&seq_no=2284&haveCancel=N
https://ebankweb.boaf.gov.tw/pages/FX001W.jsp?act=EditM&bank_no=6160193&seq_no=4728&haveCancel=N


山上鄉農會 （06）5781811 楊美英 

仁德鄉農會 （06）2793911 蔡麗足 

六甲鄉農會 （06）6983624 林秀蘭 

北門鄉農會 （06）7862004 吳麗虹 

左鎮鄉農會 （06）5731716 楊春鳳 

永康市農會 （06）2321121 陳美蓮 

玉井鄉農會 （06）5742216 陳滄海 

白河鎮農會 （06）6851077 吳玉枝 

安定鄉農會 （06）5922121 方惠玲 

西港鄉農會 （06）7952706 邱勝源 

佳里鎮農會 （06）7223161 許賢武 

官田鄉農會 （06）5791221 王淑瓊 

東山鄉農會 （06）6800814 李秋娥 

南化鄉農會 （06）5771516 呂進旺 

後壁鄉農會 （06）6872111 賴劭人 

柳營鄉農會 （06）6221248 潘美月 

將軍鄉農會 （06）7942201 吳博文 

麻豆鎮農會 （06）5722853 李健良 

善化鎮農會 （06）5836111 王豊村 

新化鎮農會 （06）5902400 林金菊 

新市鄉農會 （06）5899888 楊金印 

新營市農會 （06）6351611 沈春長 

楠西鄉農會 （06）5751612 余美甚 

學甲鎮農會 （06）7832105 李哲進 

龍崎鄉農會 （06）5941114 黃士文 

歸仁鄉農會 （06）2302101 林獻宏 

關廟鄉農會 （06）5952626 林淑姿 

鹽水鎮農會 （06）6521111 陳秀真 

南縣區漁會 （06）7222291 周美鳳 

高雄縣 

大社鄉農會 （07）3511111 黃仁海 

大寮鄉農會 （07）7811141 林小燕 

大樹鄉農會 （07）6526665 李維民 

仁武鄉農會 （07）3713104 黃月珠 

內門鄉農會 （07）6672161 郭美惠（代） 

六龜鄉農會 （07）6892111 詹淑妃 

永安鄉農會 （07）6911851 李倪美貞 

田寮鄉農會 （07）6361501 呂首 

甲仙地區農會 （07）6751001 賴良文 

杉林鄉農會 （07）6772210 溫丙英 

岡山鎮農會 （07）6214101 何芳盛 

林園鄉農會 （07）6432556 黃美蘭 

阿蓮鄉農會 （07）6311141 林榮瑞 

美濃鎮農會 （07）6813311 傅玉枝 

茄萣鄉農會 （07）6906111 楊明翰 

梓官鄉農會 （07）6101181 蔡碩川 

鳥松鄉農會 （07）7322012 陳國文 

湖內鄉農會 （07）6991216 曾健一 

路竹鄉農會 （07）6964011 唐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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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鎮農會 （07）6615492 林幸穎 

鳳山市農會 （07）7463131 孫榮彥 

橋頭鄉農會 （07）6116161 陸東源 

燕巢鄉農會 （07）6162211 柳永元 

彌陀鄉農會 （07）6171311 蘇德昌 

永安區漁會 （07）6913918 黃鶯 

林園區漁會 （07）6417860 李政旺 

興達港區漁會 （07）6905387 邵美惠 

彌陀區漁會 （07）6170776 楊保雄 

屏東縣 

九如鄉農會 （08）7392224 江錦雀 

內埔地區農會 （08）7783251 羅清仁 

車城地區農會 （08）8821022 林翠蘭 

里港鄉農會 （08）7752111 陳永明 

枋山地區農會 （08）8771111 陳賽花 

枋寮地區農會 （08）8785121 柯鶯蘭 

東港鎮農會 （08）8331111 黃永謀 

南州地區農會 （08）8642111 林秀琴 

屏東市農會 （08）7214490 林秀菊 

屏東縣農會 （08）7939056 林玉松 

恆春鎮農會 （08）8892087 張美姬 

崁頂鄉農會 （08）8632225 陳觀妙 

琉球鄉農會 （08）8612511 蔡美英 

滿州鄉農會 （08）8801117 潘美英 

麟洛鄉農會 （08）7222475 馮美惠 

東港區漁會 （07）8320215 蘇明堤 

林邊區漁會 （08）8752023 林子雅 

琉球區漁會 （08）8612512 李櫻霞 

花蓮縣 

玉溪地區農會 （03）8883181 許桂霞 

光豐地區農會 （03）8702231 李秀靜 

吉安鄉農會 （03）8521151 賴文吉 

花蓮巿農會 （03）8326181 鄭振堂 

富里鄉農會 （03）8832111 林秋慧 

新秀地區農會 （03）8267751 林秀嬡 

瑞穗鄉農會 （03）8872226 李國與 

壽豐鄉農會 （03）8653101 胡惠珠 

鳳榮地區農會 （03）8761166 曾玉玲 

台東縣 

太麻里地區農會 （089）781100 王瓊彗 

台東地區農會 （089）223511 楊連財 

成功鎮農會 （089）851017 林碧珠 

池上鄉農會 （089）862010 陳素薇 

東河鄉農會 （089）531202 吳淑貞 

長濱鄉農會 （089）832089 潘秋甘 

鹿野地區農會 （089）551052 陳正笙 

關山鎮農會 （089）811680 羅梅英 

新港區漁會 （089）851120 劉淑惠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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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農會 （06）9272335 鄭玉鈴 

澎湖區漁會 （06）9261310 郭建立 

台灣省農會 （03）4277979 陳國豐 

台北市 

士林區農會 （02）28828959 陳美娟 

內湖區農會 （02）27900138 蘇俊雄 

木柵區農會 （02）29392914 許桐源 

北投區農會 （02）28924185 詹金進 

南港區農會 （02）27836121 闕河安 

景美區農會 （02）29313446 蕭堯郎 

基隆市 

基隆市農會 （02）24567156 李碧珠 

基隆區漁會 （02）24623111 余麗芳 

台北縣 

八里鄉農會 （02）26102996 金如雲 

三芝鄉農會 （02）26363111 江文苑 

三重市農會 （02）29823466 趙玉智 

三峽鎮農會 （02）26711002 陳書忠 

土城市農會 （02）82615266 邱銘義 

中和地區農會 （02）22491000 王瑞成 

五股鄉農會 （02）22914060 謝素珍 

平溪鄉農會 （02）24951051 詹秋菊 

石門鄉農會 （02）26381005 賴碧卿 

石碇鄉農會 （02）26631214 許淑惠 

汐止市農會 （02）26416666 高敏達 

坪林鄉農會 （02）26657227 黃碧玉 

林口鎮農會 （02）26011226 黃順風 

板橋市農會 （02）89656868 邱性利 

金山地區農會 （02）24981100 黃文川 

泰山鄉農會 （02）22977299 陳金波 

淡水鎮農會 （02）26202290 張振煌 

深坑鄉農會 （02）26623226 林淑媛 

新店地區農會 （02）29106666 游本源 

新莊市農會 （02）29917171 葉志銘 

瑞芳地區農會 （02）24972760 顏純娟 

樹林市農會 （02）26862288 王劍峰 

蘆洲市農會 （02）82820777 王雪玉 

鶯歌鎮農會 （02）26706262 邱陳碧娥 

瑞芳區漁會 （02）24971551 陳金環 

萬里區漁會 （02）24923702 林慧玲 

宜蘭縣 

三星地區農會 （03）9893170 陳連興 

五結鄉農會 （03）9501161 林焜棟 

冬山鄉農會 （03）9591122 鄭克忠 

壯圍鄉農會 （03）9385001 張桂興 

宜蘭市農會 （03）9322214 廖淑瑛 

員山鄉農會 （03）9222161 游長峰 

頭城鎮農會 （03）9773100 莊炳煌 

礁溪鄉農會 （03）9882033 吳宜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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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東鎮農會 （03）9518667 黃興隆 

蘇澳地區農會 （03）9965111 王玉素 

頭城區漁會 （03）9782511 吳燦煌 

蘇澳區漁會 （03）9962108 宋月滿 

桃園縣 

八德市農會 （03）3687611 楊明旺 

大園鄉農會 （03）3863177 郭啟松 

大溪鎮農會 （03）3871122 廖勝春 

平鎮市農會 （03）4395333 游豐郡 

桃園市農會 （03）3364026 黃敬明 

復興鄉農會 （03）3822218 李添丁 

新屋鄉農會 （03）4772124 王萬運 

楊梅鎮農會 （03）4786135 謝月珍 

龍潭鄉農會 （03）4794137 廖碧英 

龜山鄉農會 （03）3291126 許育源 

蘆竹鄉農會 （03）3524166 林俊德 

桃園區漁會 （03）3835601 胡麗卿 

新竹市 

新竹市農會 （03）5386143 黃澤民 

新竹區漁會 （03）5362329 彭文璋 

新竹縣 

北埔鄉農會 （03）5802207 彭彩香 

竹北市農會 （03）5513127 許水鐘 

竹東地區農會 （03）5963131 萬鴻發 

芎林鄉農會 （03）5921173 黃信銨 

峨眉鄉農會 （03）5800216 莊美鳳 

湖口鄉農會 （03）5996155 彭月琴 

新埔鎮農會 （03）5882002 劉守森 

新豐鄉農會 （03）5576369 許淡 

橫山地區農會 （03）5932006 張俊明 

關西鎮農會 （03）5872621 林月英 

寶山鄉農會 （03）5201119 張秀珠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07）8119101 梁榮昌 

高雄市農會 （07）3119151 謝仁傑 

小港區漁會 （07）8061466 李金月 

高雄區漁會 （07）8211981 李筱屏 

連江縣 

連江縣農會 （0836）22127 陳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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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租金補貼之單位 

縣  市  別 受  理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臺北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臺北市羅斯福路 1 段 8 號 10 樓 （02）2321-2186 

高雄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宅發展處 
高雄市四維三路 2 號 6 樓 

（07）337-3529、337-3530 

（07）336-8333 轉 2649~2651 

臺北縣政府 
城鄉發展局 

企劃建築科 
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1 段 161 號 11 樓

（02）2960-3456 轉 

7092、7093、7172、7173 

宜蘭縣政府 
工務處 

下水道科 
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03）925-1000 轉 1351~1354 

桃園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 

都市更新科 
桃園市縣府路 1 號 2 樓 （03）332-2101 轉 5710~5713 

新竹縣政府 
建設處 

公用事業科 
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 10 號 （03）551-8101 轉 2359、2361 

苗栗縣政府 

工 商 發 展 處 建

築 管 理 及 國 宅

科 

苗栗市縣府路 100 號 
（037）357-741、337251 

（037）322-150 轉 133、135、136

臺中縣政府 
工務處 

使用管理科 
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 36 號 （04）2526-3100 轉 2563~2564 

彰化縣政府 
工務處 

建築工程科 
彰化市中山路 2 段 416 號 （04）722-2151 轉 0574、0575 

南投縣政府 
建設處 

城鄉發展科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 660 號 

（049）222-0711 

（049）222-2106 轉 364 

雲林縣政府 

建設處 

使 用 管 理 及 國

宅科 

雲林縣斗六市雲林路 2 段 515 號 
（05）537-1612、 

（05）532-2154 轉 310 

嘉義縣政府 
工務處 

公用事業科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一路東段

1 號 

（05）362-0123 轉 146~148、400、

401 

臺南縣政府 
城 鄉 發 展 處 綜

合計畫科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路 36 號 

（06）633-4251 （06）632-2231

轉 5231~5236 

高雄縣政府 
工務處 

國宅科 
高雄縣鳳山市光復路 2 段 132 號 （07）747-7611 轉 1660~1672 

屏東縣政府 
社 會 處 社 會 救

助科 
屏東市建豐路 180 巷 35 號 2 樓 （08）7378821 轉 506、7378402

臺東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 

綜合建設科 
臺東市中山路 276 號 

（089）330-580 

（089）326-141 轉 338、339 

花蓮縣政府 
城 鄉 發 展 處 城

鄉規劃科 
花蓮市府前路 17 號 

（038）242-688 

（038）227-171 轉 536、537 

澎湖縣政府 
建設處 

建築管理科 
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 

（06）927-2203、927-0690、

927-4400 轉 267 

基隆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處 國

宅科 
基隆市義一路 1 號（後棟 5 樓） 

（02）2422-4030 

（02）24201122 轉 1822~1824 

新竹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處 國 新竹市中正路 120 號 （03）521-6121 轉 289、330、384

 18



縣  市  別 受  理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民住宅科 

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住宅科 
臺中市民權路 99 號 （04）2228-9111 轉 1851~1853 

嘉義市政府 
工務處 

使用管理科 
嘉義市中山路 199 號 

（05）225-2712 

（05）225-4321 轉 214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都市更新科 
臺南市永華路 2 段 6 號 

（06）390-1148、390-1347、

298-2844 

金門縣政府 建設處 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 60 號 （082）312-876、312-878 

連江縣政府 建設處 連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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