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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山上
山下是永久屋

20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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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這裡開始
◼ 2009年8月7日暴風圈逐漸進入臺灣東部陸地，23時50分左右中

度颱風莫拉克在花蓮市附近登陸，8月8日14時左右於桃園附近
出海。

◼ 8月6～8月10日間颱風莫拉克侵襲臺灣所挾帶破紀錄的降雨量
重創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是臺灣自1959年『八七水災』以
來最嚴重的水患。

https://youtu.be/6qAoZOmkm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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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之後



4photo credit by :http://blog.yam.com/munch/article/17355588

◼死亡681人、大體未確認身分23件、失蹤
18人，合計722人（件），重傷4人；

◼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經
縣市政府勘定計1,767戶；

◼捐款：261億425萬8,676元。

http://www.flickr.com/photos/munch999/3887349130/


5photo credit by :  https://www.88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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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蒼夷，傷痕纍纍
茲事體大的一
次到位式永久
屋安置政策於
二週內拍板定
調﹗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於一〇三年八月八日
卸牌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
例》於一〇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期滿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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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
重建綱要計畫」，做為相
關部會及縣（市）政府擬
訂部門重建計畫及地區重
建計畫之上位政策指導計
畫。
決策者已將「國土保育」
作為災後重建的上位價值。



「強制遷居、遷村」政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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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條例，將「強制遷居、遷村」政策法制化。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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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居住者

諮商取得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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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安置災民興建房屋及前項被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遷村、安置所需之土地，得徵收或申

請撥用。取得公有土地後之處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地方公產

管理法規之限制。政府如已依第七條規定負擔貸款餘額者，於辦理徵收時，徵收價額應扣除該

貸款餘額。
依第二項災區被劃定之特定區域，須限期強制遷居、遷村者，其所有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得

予徵收；承租公有土地者得予終止契約，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予以補償。其無承租關係，在公

有土地上有實質居住、耕作者，得就其地上改良物酌予救助金。

依第三項規定徵收土地，得免經協議價購程序；其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者，無優先購買權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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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事體大甚至有滅村之虞的一次到位式
永久屋安置政策，

如何於二週內拍板定調？



第貳章（第29~35頁）：

有關永久屋政策之方向，可追溯至劉前院長於98年8月22日
至9月5日間，為了就近督導協調救災與重建，長駐旗山所作
的，劉前院長兆玄在98年8月22日主持「災後重建工作座談會
」即已裁示：「安置作業應以協助災民承租房屋或就近運用
國軍營區及其他收容機構為主，危險地區需遷村者，囿於原
住民朋友群聚之習慣，儘量以安置營區為優先考量，必要時
再以興建組合屋方式配合辦理，務於1個月內獲致成效。」「
慈善機構興建永久性住屋之方案，重建委員會應速協調地方
政府選定適當土地及承造公益機構，核准計畫後就開始興建
。」有關永久屋政策之定調，據劉前院長兆玄表示係由其主
動聯繫慈濟基金會，慈濟基金會也因為921經驗認為不應再蓋
組合屋，且該會表示依據海外援建的經驗，永久屋興建工期
不長，且可以將有限之捐款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在法令考
量及得到民間組織支持下，做成由政府提供土地及公共設施
，慈善單位興建永久屋的政策。

～官方說法～

10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有此一說

◼ 慈濟基金會於災害後直接在平地興建永久屋安置山上居民，讓山林得以休養
生息的發想，可回溯到1996 年賀伯颱風重創神木村之後，當時，她們就曾
提起協助神木村遷村的建議；921 震災後，慈濟基金會也曾計畫在彰化縣境
臺糖公司的土地規劃興建住宅與共同農場，把山上居民遷下來，只是這些構
想都未能實現。莫拉克風災後，慈濟基金會先循例啟動組合屋的設計與興建
計畫，惟在向證嚴法師報告後，經證嚴法師「希望能興建『一次到位』的永
久屋」的指示下，確定了慈濟基金會全力投入興建永久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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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年來，我們一直在研究「蓋得快的永久屋」，另一個是「蓋的比組合屋更
快的急難屋」，我們一直都在研究未來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就跟上人說，如果
土地沒問題的話，永久屋2-3週就可以蓋好了。⋯⋯上人就說，如果同樣是蓋3 週
，雖然永久屋比較貴，為何我們不蓋這個呢？現在只欠東風，只要政府願意支持
土地，我們就來做這樣的事情。出發點就是這樣的單純，災民就可以永久的享有
這個房子，也不用租金。～林碧玉副總執行長



五大民間團體及相關部會開會

◼ 慈濟基金會的構想經向當時行政院院長劉兆玄提起後，獲得行
政院正面回應，於2009年8 月16 日由行政院秘書長邀集慈濟基
金會、財團法人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簡稱「法鼓山」）、財團
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簡稱「佛光山」）、紅十字
會、世界展望會等五大民間團體及相關部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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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 月17 日，行政院宣布：為了加速災後重建
和安置作業，將和五大民間團體合作，結合政府與民間
興建組合屋與永久屋安置災民。永久屋部分，由國有財
產局以免租金方式提供土地，交慈善團體興建房屋，捐
贈給災民使用。



永久屋方案作業程序

內政部於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
日召開會議研商「辦理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及遷村養相關事
宜」，擬訂莫拉克颱風災後永
久屋安置作業程序，採政府與
民間協力造屋方式辦理，由政
府提供土地及基地開發、公共
設施經費，民間團體援建永久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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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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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中繼直達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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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的過程

劃定特定區域

慈善團體的角色

永久屋申請與分配

原居住地安全勘虞

永久屋基地選擇
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

88.7%離村又離鄉



16photo credit by :  https://www.88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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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有41處，3,546間

永久屋基地土地權屬、興建坪數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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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的
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
88.7%離村又離鄉



永久屋申請資格
與分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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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權利約定～三方契約

由於永久屋方案的權利範圍係定調在土地「使用權」
與房屋「所有權」之下，為使各方之權利、義務有明
確規範，內政部研擬《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
贈與契約書參考範本》作為地方政府與援建團體合作
興建永久屋安置災民的協議及贈與契約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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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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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永久屋所有權
沒有土地所有權
～有厝無地～

除繼承外不得處分
（出售、贈與或交
換）、出租或設定

負擔

丙方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應同意於取得住宅所有權之日起3個月
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
地，並不得再回原居住地居住及建造

房屋

是公法契約還是私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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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 88NEWS

https://88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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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於
一〇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期滿廢止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於
一〇三年八月八日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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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永久屋蓋好了
家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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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永久屋
遭法拍

永久屋
基地違
建遭拆

永久屋問題陸續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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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

1.特別條例已失效三方契約效力還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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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獲得分配永久屋者於入住永久屋時，與地方政府及援建永久屋的慈善團體
所簽定之三方契約，其第六條也約定：「丙方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
同意於取得住宅所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
不得再回原居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獲得分配永久屋之災民必須於取得住宅所
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地方政府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不得再回原居
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已於一百零三年八
月二十九日期滿廢止，三方契約第六條之效力是否還在？

三方契約究竟是公契約？或是私契約？

2.三方契約效力要延續幾代呢？

永久屋獲配者（丙方）於入住永久屋時必須與地方政府（乙方）及援建永久屋之
機關（甲方）簽定三方契約，該契約有諸多約定，其效力是否及於丙方之繼承該
永久屋之繼承人？要延續幾代呢？

3.三方契約之約定及於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按三方契約第六條約定：「丙方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同意於取得住
宅所有 權之日起 3 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 不再回原
居住地居住或建造房屋。」之約定效力是否及於丙方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同
意於取得住宅所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不
得再回原居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此約定是否及於丙方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例如，丙方旅居在外欲返回原鄉之子女）？

4.重新檢視特定區域，給原住民族一條回家的路
？

當年在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下，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強制遷居、遷村」條文而劃定之特定區域，是否應該定期檢視再評估
災後原鄉的復原情形，給原住民族一條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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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

修正災害防救法

5.永久屋繼承聽誰的？

按《民法》第一一三八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其順序如下：一、直系
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再者，依民法第一一八七
條規定，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的情況下，可以自由處分遺產。但有地方政府在
受理永久屋繼承申請時卻在民法繼承權外附加「為該永久屋之安置對象」或「且
設籍於該永久屋者」等條件：另對於永久屋核配者依照原住民族傳統習俗經部落
會議同意指定繼承人者，亦有不受理之情事。爰建請由中央制訂一致性之作業辦
法以供遵循。

6.永久屋遭法拍，可列為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

屏東縣新來義部落永久屋於一〇八年四月出現二起法拍成交之案例，由於永久屋
是莫拉克風災後由善款所興建，依約定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加上買主在得標後，
意圖以較高價格轉賣給沒有永久屋入住資格之原住民，屏東縣政府為避免有心人
繼續鑽法律漏洞，對得標者提出訴訟，要求「拆屋還地」。可否將永久屋與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併列為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7.永久屋面臨發展瓶頸？

獲配永久屋者僅擁有永久屋的所有權及其基地的使用權，導致擴建或改建受到限
制。是否考慮：（1）「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由政府
協助其申請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
土地辦理交換。」（2）（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
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復原重建計畫。
（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
復原重建計畫，
（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
復原重建計畫，

8.原鄉參政權與補助計畫申請權受阻？

阿里山逐鹿部落遷居後，戶籍從阿里山鄉（原住民鄉）變成番路鄉（平地鄉），
雖不影響選舉權，卻因戶籍異動之後，喪失原鄉參政權；另，當永久屋社區（例
如逐鹿永久屋基地）提出發展計畫申請原民會補助，卻因「非原住民鄉鎮」而不
符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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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1.特別條例已失效三方契約效力還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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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獲得分配永久屋者於入住永久屋時，與地方政府及援建永久屋的慈善團體
所簽定之三方契約，其第六條也約定：「丙方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
同意於取得住宅所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
不得再回原居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獲得分配永久屋之災民必須於取得住宅所
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地方政府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不得再回原居
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已於一百零三年八
月二十九日期滿廢止，三方契約第六條之效力是否還在？

三方契約究竟是公契約？或是私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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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2.三方契約效力要延續幾代呢？

永久屋獲配者（丙方）於入住永久屋時必須與地方政府（乙方）及援建永久屋之
機關（甲方）簽定三方契約，該契約有諸多約定，其效力是否及於丙方之繼承該
永久屋之繼承人？要延續幾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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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3.三方契約之約定及於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按三方契約第六條約定：「丙方及其配偶與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同意於取得住
宅所有權之日起 3 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不再回原居
住地居住或建造房屋。」之約定效力是否及於丙方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應同意
於取得住宅所有權之日起3個月內或乙方公告之遷離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並不得
再回原居住地居住及建造房屋。」此約定是否及於丙方非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例如，丙方旅居在外欲返回原鄉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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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4.重新檢視特定區域，給原住民族一條回家的路？

當年在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下，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強制遷居、遷村」條文而劃定之特定區域，是否應該定期檢視再評估
災後原鄉的復原情形，給原住民族一條回家的路。



33

永久屋問題彙整5.永久屋繼承聽誰的？

按《民法》第一一三八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其順序如下：一、直系
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再者，依民法第一一八七
條規定，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的情況下，可以自由處分遺產。但有地方政府在
受理永久屋繼承申請時卻在民法繼承權外附加「為該永久屋之安置對象」或「且
設籍於該永久屋者」等條件：另對於永久屋核配者依照原住民族傳統習俗經部落
會議同意指定繼承人者，亦有不受理之情事。爰建請由中央制訂一致性之作業辦
法以供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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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

修正災害防救法

6.永久屋遭法拍，可列為不得強制執行之標的？

屏東縣新來義部落永久屋於一〇八年四月出現二起法拍成交之案例，由於永久屋
是莫拉克風災後由善款所興建，依約定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加上買主在得標後，
意圖以較高價格轉賣給沒有永久屋入住資格之原住民，屏東縣政府為避免有心人
繼續鑽法律漏洞，對得標者提出訴訟，要求「拆屋還地」。可否將永久屋與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併列為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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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

修正災害防救法

7.永久屋面臨發展瓶頸？

獲配永久屋者僅擁有永久屋的所有權及其基地的使用權，導致擴建或改建受到限
制。是否考慮：（1）「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由政府
協助其申請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
土地辦理交換。」（2）（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
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復原重建計畫。
（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
復原重建計畫，
（2）建立「後重建時期」的持續關懷機制。適時通盤檢討變更災害發生之時擬訂的災後
復原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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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問題彙整8.原鄉參政權與補助計畫申請權受阻？

阿里山逐鹿部落遷居後，戶籍從阿里山鄉（原住民鄉）變成番路鄉（平地鄉），
雖不影響選舉權，卻因戶籍異動之後，喪失原鄉參政權；另，當永久屋社區（例
如逐鹿永久屋基地）提出發展計畫申請原民會補助，卻因「非原住民鄉鎮」而不
符申請條件。」



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

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納所

得稅。

營利事業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之機關、團體對災區受災居民救助及重建之
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
失，不受金額之限制，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款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者，
得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範圍，由災區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
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

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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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

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臨時工作津貼或無償取

得所有權之住宅，免納所得稅。

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無償移轉予
災民之住宅免徵契稅。

營利事業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之機關、團體對災區受災居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贈
，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
受金額之限制，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
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者，得

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範圍，由災區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政部
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臨時工作津貼或
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住宅，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永久屋遭法拍～ 修災防法第四十四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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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屋無地？

第四十五條 災區土地經審查認定有安全堪虞者，政府應公開資訊、經以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等方

式，與原居住者溝通取得共識後，始得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並對原居住者予以適當之安置

。

前項安置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並擬訂完善之安置及配

套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安置對象、安置方式、安置地點、財務計畫、社會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政府為執行前項規定所需之土地，得徵收或申請撥用。其選定之土地為公營事業之土地者時

，應先協議價購，協議不成得實施徵收，價購公營事業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八條與其財產計價方式及公產管理法規相關規定之限制。

政府得將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土地讓售移轉予安置對象所有，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第一項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得申請價購安置地點之土地，或以
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政府應協助
完成。

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布生效日前，已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適
用前項規定。

修災防第四十五條增訂價購土地或換地選項



第三十七條 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

府得由各機關調派人員組成任務編組之重

建推動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各級政府定

之。

重建推動委員會於災後復原重建全部

完成後，始解散之。

39

第三十七條 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

府得由各機關調派人員組成任務編組之重

建推動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各級政府定

之。

重建推動委員會於災後復原重建全部

完成後，始解散之。

行政院得視災後復原情形與需要，於

重建推動委員會解散時依災後復原重建計

畫之事項分類分別指定所屬機關為分類事

項之主管機關適時檢討變更計畫之內容。

被指定之機關為執行前項之計畫檢討

變更，關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

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布生效日前

，發生在九十八年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適用本條規定辦理。

永久屋面臨發展瓶頸？
修災防法第三十七條

建立後重建時期關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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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2006 年全球天然災害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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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因應極端氣候頻傳

◼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導致暴雨、洪水、乾旱、熱浪及其他極
端氣候之頻率有增無減。因此，誰也不敢保證類似八十八年八
月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導致山崩、土石流及淹水等嚴重災情之
情景不會再現。與其事發之後再臨渴掘井倉促研提對策，不如
未雨綢繆，記取莫拉克颱風災後之應對經驗，思索對策，有備
無患。

◼ 記取莫拉克颱風災後之應對經驗，重新檢視《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之「強制遷居、遷村」條文（第二十條）及其
在推動過程所出現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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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因應極端氣候頻傳 修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災區土地經審查認定有安全堪虞者，政府應公開資訊、經以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等方

式，與原居住者溝通取得共識後，始得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並對原居住者予以適當之安置

。

前項安置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並擬訂完善之安置及配

套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安置對象、安置方式、安置地點、財務計畫、社會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政府為執行前項規定所需之土地，得徵收或申請撥用。其選定之土地為公營事業之土地者時

，應先協議價購，協議不成得實施徵收，價購公營事業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八條與其財產計價方式及公產管理法規相關規定之限制。

政府得將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土地讓售移轉予安置對象所有，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第一項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得申請價購安置地點之土地，或以
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政府應協助
完成。

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布生效日前，已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適
用前項規定。



災後重建不能簡化成「交付鑰匙工程」

「交付鑰匙工程」「鑰匙打造工程」

由受災者主導，政府或民間要站在協力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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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慈善霸權

photo credit by :  https://www.88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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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慈善霸權

photo credit by :  https://www.88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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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主、參與是一種學習
代價是時間，結果是成長



檢討不是批判 更不是要究責
檢討是為了能更

妥善因應下一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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