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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昶佐等 16 人，為使興辦社會住宅不再發生一國多
制之亂象，租金計價方式回歸照顧弱勢族群的本意，並提升
社會住宅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皆能享有適宜，有尊嚴的居
住環境，爰提具「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已有一定成績，社宅標籤化與鄰避效應已逐漸降低，現有弱勢保障比例
宜調升，擴大照顧弱勢權益。
二、目前各縣市政府興辦社會住宅，成本計價及租金分級制度不一造成一國多制的亂象，更有
甚者部分地方政府為追求財務自償而引起社宅租金過高之爭議。為第二階段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穩健推行，並考量社宅政策應如長照、公托、大眾運輸等為補貼性政策，應免予地價
稅及房屋稅等興辦成本，租金計價亦應參照承租者所得設定可負擔基準，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統一制定之。
三、明文規定社宅設施應列入耐震係數等建築共通規範，提升使社宅承租者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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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

條

文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

興辦社會住宅主要目的是為照

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
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

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
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

顧弱勢族群，提供國人皆享有
尊嚴且舒適的居住環境，而據

提供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比
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
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內政部資料顯示，六類經濟或
社會弱勢家庭且無自有住宅戶

，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
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

，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
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

數約 40 萬戶。依據現行 30%
弱勢族群保障名額，即便政府

業有居住需求者。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業有居住需求者。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八年 20 萬戶社宅達標，提供
弱勢族群保障僅不到 7 萬戶，

身分，指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身分，指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另據內政部公開表示實際提供
弱勢比例可達 43%，故現有保

。
二、特殊境遇家庭。

。
二、特殊境遇家庭。

障比例應可檢討提高至 50%。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
上。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
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
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
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未滿二十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未滿二十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
受害者及其子女。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
受害者及其子女。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者。

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十一、遊民。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
第二十二條

說

明

者。
社會住宅於興辦

第二十二條

社會住宅於興辦

一、社會住宅政策與長照、公

期間，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期間，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

托、大眾運輸政策等屬補貼
性政策，若興辦以財務自償

前項社會住宅營運期間
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得予適當減免。
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

為目的，則租金過高將失去
原本意旨，照顧不到目標族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幼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及

、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群。
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進入第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二階段，將由中央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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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收取
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業

第一項社會住宅營運期
間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稅。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幼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

，宜重整各地方政府興辦社
宅相關稅收辦法，降低社會
住宅租金設算。
三、刪除第二項及第四項。

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收
取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
業稅。
第一項及前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
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
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五條 社會住宅承租者
，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

第二十五條 社會住宅承租者
，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

一、目前各縣市社宅租金計價
方式各有不同，為解決「一

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
庭或個人為限。

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
庭或個人為限。

國多制」亂象，明定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全國一致定價

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
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

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
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

基準。
二、社宅理應優先照顧社經底

、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
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
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層弱勢民眾，定價公式應以
承租民眾所得狀況、負擔能

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
之。

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
之。

力為基準，參照各地區不同
市場行情分級訂定，方能符

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
計算，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
計算，主管機關應斟酌承租

合政策推動意旨。
三、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同樣

定社宅租金定價基準，並依
下列方式訂定分級收費標準

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
場行情，訂定分級收費基準

為政府提供居住協助之政策
工具，其補貼原則應一致性

：
一、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並定期檢討之。
第二項租金之訂定，不

，故建議依據本法第十一條
補貼金額訂定包租代管租金

至第四款或第二項第一至
第三款興辦社會住宅，應

適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條及第
九十七條規定。

分級收費標準。

斟酌承租者所得狀況、負
擔能力及不同地區市場行
情，訂定分級收費標準，
並定期檢討之。
二、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
款興辦社會住宅，應依據
本法第十一條中央訂定之
補貼金額，訂定租金分級
收費標準。
第二項租金之訂定，不
適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條及第
委 341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九十七條規定。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或民間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或民間

為提升社宅居住品質，避免各

興辦之社會住宅，應考量其
租住對象之身心狀況、家庭

興辦之社會住宅，應考量其
租住對象之身心狀況、家庭

地社宅品質不一，或出現不符
居住實際需要之情形，中央主

組成及其他必要條件，提供
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

組成及其他必要條件，提供
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

管機關應訂定房型、公設比、
耐震係數及其他共通規範以作

之社會福利服務。
前項設施、設備及社會

之社會福利服務。
前項設施、設備及社會

為興辦社宅的標準。

福利服務協助之項目，應通
盤考量房型、公設比、耐震

福利服務協助之項目，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係數及其他共通規範，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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