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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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2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范雲、林宜瑾等 17 人，鑒於《住宅法》前次修法至
今已逾四年，揆諸臺灣近年住宅狀況，除社會住宅之弱勢保
障比率、房地稅賦減免、租金計算之統一標準，以及包租代
管之租金收入免稅額度等相關條文亟需修法外，未符基本居
住水準之弱勢調查與保障、住宅資訊之蒐集分析、住宅性能
品質之評估及民間興辦社會住宅之融資協助等住宅政策措施
，亦應予檢討強化，以落實居住正義。爰擬具「住宅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 2015 年衛生福利部計算《住宅法》所規範之特殊情形或身分（且無自有住宅）者，評
估全國社會住宅需求量為 248,067 戶；若以當前三成弱勢保障名額推算，台灣所需社宅至少
突破 82.6 萬戶。換言之，社宅興辦供給遠不足弱勢居住需求。伴隨社會住宅興辦持續完善
，標籤化與鄰避效應亦逐漸降低，內政部亦公開表示實際提供之弱勢比率可達 43%，故既
有 30%弱勢保障比例已有檢討調升之必要與執行條件。爰修正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經濟或社
會弱勢者保障比率。
二、現制下社會住宅僅授權地方政府得將前 10 年房產稅賦減免，就興辦財務評估言，勢必會將
其後 45 年（社宅生命週期 55 年）之稅賦列入成本，從而連帶墊高租金定價，造成民眾難
以負擔。以台北市政府為例，其預估興辦 46 處社宅總成本為 1633 億；其中房屋稅與地價
稅卻佔 424 億，約為總成本四分之一。如能夠予以減免，成本租金將可大幅降低。又現況
授權各地方政府自行裁量，造成一國多制混亂現象。爰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統一
明定地價稅及房屋稅應予免徵。
三、現行包租代管媒合進度緩慢，主因在於租屋黑市沉痾，稅賦減免僅能治標，縱階段性增加
租稅減免，仍應以積極引導包租代管優先租予弱勢之目標為主，就租予弱勢戶提高優惠。
爰刪除原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分流另定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就出租對象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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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租金收入免稅額提高至每月兩萬，其餘出租對象維持現行免稅額
度。
四、社會住宅除政府投入興辦外，國外經驗均同時由民間積極協助興辦，以降低政府興辦壓力
。然現行獎勵民間興辦機制不足，2010 年立法迄今無民間興辦案例。其中公有土地房以長
期租用、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民間興辦社宅，並給予優惠，已有具體誘因。故當前機制不
足之處，主要是民間興辦社宅之融資取得問題。又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主管
機關對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如不符原申請目的、產權移轉、無法營運時，已分別訂有繳回優
惠金額、限制登記、強制接管等規定。既有諸多限制規範，亦應提供對應協助、擔保，方
符合獎勵民間興辦之意旨。爰修正第二十四第一項規定，明定民間興辦單位得申請適用政
府興辦社會住宅之相關融資媒合機制，並新增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提供擔保。
五、為避免社會住宅租金一國多制或租金標準不符可負擔精神，應參酌本法第十一條租金補貼
標準精神，由中央政府統一訂定全國社會住宅租金定價基準。爰修正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並新增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就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之社
會住宅，此類社會住宅與租金補貼同為政府補貼市場房屋以提供居住協助，應依本法第十
一條訂定之負擔基準及補貼金額計算方式，定其租金分級收費標準。爰新增第二十五條第
三項第二款規定。
六、內政部分別於 97 年、102 年、107 年辦理基本居住水準研擬或檢討研究案。惟至今未曾調
整基於 97 年研究案所定之標準，迄今亦未依本法第四十條對不符基本居住水準家戶進行過
訪查，更遑論輔導改善計畫。為落實本條基本居住水準調查之意旨，爰修正第四十條第三
項規定，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並協助各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調查，並基於住宅相關政策
配套訂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基於調查實務，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多具社政主管機關列冊管
理之福利身分，且有每年或定期重新認定或覆核機制，可與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另有主管之
戶籍登記與地政登記等資料相互勾稽比對。爰新增第四項規定，就調查對象及調查方式，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社政主管機關訂之。
七、臺灣地區地震、火災等天然及人為災害頻繁，民眾普遍重視居住安全。參考日本 2006 年施
行的「住生活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應要求住宅供給者對於住宅購
入者增進其服務機能，以維護其利益。又考量新舊建物條件及推展實務，既有住宅實施住
宅性能評估維持鼓勵性質，新建之集合住宅應強制辦理住宅性能評估，以落實居住品質及
安全。爰增訂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八、我國購屋市場資訊雖相對完備，然就台灣房屋持有分布、空屋與餘屋狀況掌握，現有資料
則相對不足，尤其租屋市場掌握程度更為低下，無任何有效蒐集租屋市場資訊機制。如租

委 212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屋市場規模、區域租金水準，均缺乏資料或僅有推估資料，致使租屋市場管理及相關補貼
政策之研擬缺乏有效依據。且致使相關住宅補貼政策之效益難以評估。爰修正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文字，使其以購屋市場之調查為主，並明列其內容。並修正第二款文字，明
定政府應一併調查分析具有本法申請資格申請狀況、資格卻未申請者之原因，以作政策推
行情形之分析評估。新增第四款規定，明定住宅或不動產數量分布及利用情形為應定期蒐
集、分析及公布之住宅資訊。新增第五款規定，明定租賃市場資訊為應定期蒐集、分析及
公布之住宅資訊。新增第六款規定，明定第十條規定應調查之不符基本居住水準狀況，為
應定期蒐集、分析及公布之住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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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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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據 2015 年衛生福利部
計算《住宅法》所規範之特
殊情形或身分（且無自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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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者，評估全國社會住宅
需求量為 248,067 戶；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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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三成弱勢保障名額推算
，台灣所需社宅至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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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 萬戶。換言之，社宅興
辦供給遠不足弱勢居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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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社會住宅興辦持續完
善，標籤化與鄰避效應亦逐

。
二、特殊境遇家庭。

。
二、特殊境遇家庭。

漸降低，內政部亦公開表示
實際提供之弱勢比率可達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
上。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
上。

43%，故既有 30%弱勢保障
比例已有檢討調升之必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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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條件。爰修正第一項所
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保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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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
二、又目前各縣市政府社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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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均有所謂「當地區里保留
戶（睦鄰戶）」，嚴重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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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市民與外縣市移入之就
學就業青年之承租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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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本法第四條「保障未設籍
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

九、原住民。
十、災民。

九、原住民。
十、災民。

業有居住需求者」之精神。
就此監察院已提出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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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內調 0068）：「……
保留 5%至 30%不等之睦鄰
戶予設籍當地民眾，中籤率
遠高於外縣市移居就學、就

者。
社會住宅不得以職業、

者。

設籍區里等身分條件，另定
特定出租比率或為承租資格

業者，不僅壓縮渠等分配權
益，亦引發外界非議。有鑑

之優先依據。

於目前社會住宅遠遠供不應
求，內政部與地方政府允應
考量社會住宅興辦初衷，檢
討睦鄰戶比例與合理性問題
，以維分配公帄與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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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新增第三項規定，
明定社會住宅不得以職業、
設籍區里另訂特定出租比率
或為承租資格之優先依據。
第二十二條 社會住宅於興辦
期間，直轄市、縣（市）政

第二十二條 社會住宅於興辦
期間，直轄市、縣（市）政

一、現制下社會住宅僅授權地
方政府得將前 10 年房產稅

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
，應予免徵。

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
，得予適當減免。

賦減免，就興辦財務評估言
，勢必會將其後 45 年（社

前項社會住宅營運期間
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
、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

宅生命週期 55 年）之稅賦
列入成本，從而連帶墊高租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帅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及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金定價，造成民眾難以負擔
。以台北市政府為例，其預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收取

第一項社會住宅營運期
間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估興辦 46 處社宅總成本為
1,633 億；其中房屋稅與地

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業
稅。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帅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

價稅卻佔 424 億，約為總成
本四分之一。如能夠予以減

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收

免，成本租金將可大幅降低
。又現況授權各地方政府自

取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
業稅。

行裁量，造成一國多制混亂
現象。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及前項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

統一明定地價稅及房屋稅應
予免徵。

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
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二、刪除原配套之第二項及第
四項規定，並配合修正原第
三項規定文字。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促進

一、現行包租代管媒合進度緩

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

主管機關為促進

第二十三條

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

慢，主因在於租屋黑市沉痾
，稅賦減免僅能治標，縱階

社會住宅，得獎勵租屋服務
事業辦理。

社會住宅，得獎勵租屋服務
事業辦理。

段性增加租稅減免，仍應以
積極引導包租代管優先租予

住宅所有權人依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

住宅所有權人依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

弱勢之目標為主，就租予弱
勢戶提高優惠。爰刪除原第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將住宅出
租予主管機關、租屋服務事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將住宅出
租予主管機關、租屋服務事

一項第一款規定，分流另定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就出

業轉租及代為管理，或經由
租屋服務事業媒合及代為管

業轉租及代為管理，或經由
租屋服務事業媒合及代為管

租對象為第四條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之租金收入免稅額提

理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理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高至每月兩萬，其餘出租對
象維持現行免稅額度。

、帅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
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帅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
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二、原第一條第二款款次配合
調整移至第三款。

一、出租對象符合本法第四
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每

一、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
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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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
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
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

二、出租對象非屬本法第四
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每

元。
二、住宅出租期間之租金所

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
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
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

三、住宅出租期間之租金所
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

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課
稅租金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
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課

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

稅租金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計算。

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
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
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
第二十四條

依本法二十七條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視新

一、社會住宅除政府投入興辦

經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民間興辦單位得申請適用

建、購買、增建、改建、修
建或修繕社會住宅資金融通

外，國外經驗均同時由民間
積極協助興辦，以降低政府

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之相關融
資媒合機制。

之必要，自行或協助民間向
中長期資金主管機關申請提

興辦壓力。然現行獎勵民間
興辦機制不足，2010 年立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提
供擔保。

供中長期資金。

法迄今無民間興辦案例。其
中公有土地房以長期租用、
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民間興
辦社宅，並給予優惠，已有
具體誘因。故當前機制不足
之處，主要是民間興辦社宅
之融資取得問題。
二、又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二條，主管機關對民間
興辦社會住宅如不符原申請
目的、產權移轉、無法營運
時，已分別訂有繳回優惠金
額、限制登記、強制接管等
規定。既有諸多限制規範，
亦應提供對應協助、擔保，
方符合獎勵民間興辦之意旨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明定
民間興辦單位得申請適用政
府興辦社會住宅之相關融資
媒合機制，並新增第二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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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提供
擔保。
三、第一項所稱「得申請適用
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之相關融
資媒合機制」係指如現行機
制為依據行政院 106 年 3 月
13 日核定暨內政部 106 年 8
月 17 日及 108 年 8 月 28 日
修正之「成立社會住宅融資
服務帄臺方案」，由該帄臺
居中媒合本國銀行及地方政
府，協助取得較低利率之中
期融資。縮短興辦社會住宅
者洽談融資銀行之行政程序
，且透過利率比價模式，增
加資訊流通性，有效降低融
資利率。
第二十五條

社會住宅承租者

第二十五條

社會住宅承租者

一、為避免社會住宅租金一國

，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
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

，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
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

多制或租金標準不符可負擔
精神，應參酌本法第十一條

庭或個人為限。
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

庭或個人為限。
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

租金補貼標準精神，由中央
政府統一訂定全國社會住宅

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
、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

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
、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

租金定價基準。爰修正第三
項規定並新增第三項第一款

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

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

規定。
二、就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之。

之。
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

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
辦之社會住宅，此類社會住

計算，應依下列方式訂定分
級收費標準辦理：

計算，主管機關應斟酌承租
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

宅與租金補貼同為政府補貼
市場房屋以提供居住協助，

一、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或第二項第一

場行情，訂定分級收費基準
，並定期檢討之。

應依本法第十一條訂定之負
擔基準及補貼金額計算方式

款至第三款興辦社會住宅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斟酌

第二項租金之訂定，不
適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條及第

，定其租金分級收費標準。
爰新增第三項第二款規定。

承租者所得狀況、負擔能
力及不同地區市場行情，

九十七條規定。

訂定分級收費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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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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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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條規定。
第四十條

為提升居住品質，

第四十條

為提升居住品質，

中央主管機關應衡酌社會經
濟發展狀況、公共安全及衛

中央主管機關應衡酌社會經
濟發展狀況、公共安全及衛

一、內政部分別於 97 年、102
年、107 年辦理基本居住水
準研擬或檢討研究案。惟至

生、居住需求等，訂定基本
居住水準，作為住宅政策規

生、居住需求等，訂定基本
居住水準，作為住宅政策規

今未曾調整基於 97 年研究
案所定之標準，迄今亦未依

劃及住宅補貼之依據。
前項基本居住水準，中

劃及住宅補貼之依據。
前項基本居住水準，中

本法第四十條對不符基本居
住水準家戶進行過訪查，更

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進行檢
視修正。

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進行檢
視修正。

遑論輔導改善計畫。為落實
本條基本居住水準調查之意

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並
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清查不符基本居住水

旨，爰修正第三項規定，明
訂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並協

機關調查不符基本居住水準
家戶之居住狀況，並結合本

準家戶之居住狀況，並得訂
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以確

助各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調查
，並基於住宅相關政策配套

法所列住宅補貼、社會住宅
等項目，訂定輔導改善執行

保符合國民基本居住水準。

訂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
二、基於調查實務，經濟或社

計畫，以確保符合國民基本
居住水準。

會弱勢者多具社政主管機關
列冊管理之福利身分，且有

前項調查之對象與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每年或定期重新認定或覆核
機制，可與本法中央主管機

社政主管機關定之。

關另有主管之戶籍登記與地
政登記等資料相互勾稽比對
。爰新增第四項規定，就調
查對象及調查方式，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社政主
管機關訂之。

第四十三條 為提升住宅安全
品質及明確標示住宅性能，

第四十三條 為提升住宅安全
品質及明確標示住宅性能，

一、臺灣地區地震、火災等天
然及人為災害頻繁，民眾普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住宅性
能評估制度，指定評估機構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住宅性
能評估制度，指定評估機構

遍重視居住安全。參考日本
2006 年施行的「住生活基

受理住宅興建者或所有權人
申請評估。

受理住宅興建者或所有權人
申請評估。

本法」第 13 條規定，國家
與地方公共團體，應要求住

前項評估制度之內容、
申請方式、評估項目、評估

前項評估制度之內容、
申請方式、評估項目、評估

宅供給者對於住宅購入者增
進其服務機能，以維護其利

內容、權重、等級、評估基
準、評分方式、獎勵措施、

內容、權重、等級、評估基
準、評分方式、獎勵措施、

益。
二、考量新舊建物條件及推展

評估報告書、指定評估機構
與其人員之資格及管理等事

評估報告書、指定評估機構
與其人員之資格及管理等事

實務，既有住宅實施住宅性
能評估維持鼓勵性質，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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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於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施行一年後新建

之集合住宅應強制辦理住宅
性能評估，以落實居住品質
及安全。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

之集合住宅，起造人應辦理
住宅性能評估。
第四十七條 為引導住宅市場
健全發展，主管機關應定期

第四十七條 為引導住宅市場
健全發展，主管機關應定期

一、我國購屋市場資訊雖相對
完備，然就台灣房屋持有分

蒐集、分析及公布下列住宅
資訊：

蒐集、分析及公布下列住宅
資訊：

布、空屋與餘屋狀況掌握，
現有資料則相對不足，尤其

一、買賣住宅市場之供給、
需求、用地及交易價格、

一、租賃與買賣住宅市場之
供給、需求、用地及交易

租屋市場掌握程度更為低下
，無任何有效蒐集租屋市場

產權持有分布及空餘屋之
數量、區位、類型、權屬

價格。
二、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居

資訊機制。如租屋市場規模
、區域租金水準，均缺乏資

。
二、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居

住需求、住宅補貼政策成
效。

料或僅有推估資料，致使租
屋市場管理及相關補貼政策

住需求、住宅補貼與其他
居住相關補貼申請狀況、

三、居住品質狀況、住宅環
境風險及居住滿意度。

之研擬缺乏有效依據。且致
使相關住宅補貼政策之效益

未申請原因及住宅補貼政
策成效。

四、其他必要之住宅資訊。
前項住宅資訊之蒐集，

難以評估。
二、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三、居住品質狀況、住宅環
境風險及居住滿意度。

各級政府機關（構）、金融
、住宅投資、生產、交易及

，使其以購屋市場之調查為
主，並明列其內容。並修正

四、住宅及不動產數量集中
與利用情形。

使用等相關產業公會及團體
，應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

第二款文字，明定政府應一
併調查分析具有本法申請資

五、租賃住宅市場之規模、
租屋需求、租金價格、依

。
資料蒐集、運用及發布

格申請狀況、資格卻未申請
者之原因，以作政策推行情

法登錄或繳稅狀況、租賃
爭議件數。

，應遵守相關法令之規定。
住宅相關資訊之蒐集、

形之分析評估。
三、新增第四款規定，明定住

六、不符基本居住水準狀況
。

管理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宅或不動產數量分布及利用
情形為應定期蒐集、分析及

七、其他必要之住宅資訊。
前項住宅資訊之蒐集，

公布之住宅資訊。
四、新增第五款規定，明定租

各級政府機關（構）、金融
、住宅投資、生產、交易及

賃市場資訊為應定期蒐集、
分析及公布之住宅資訊。

使用等相關產業公會及團體
，應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

五、新增第六款規定，明定第
十條規定應調查之不符基本

。

居住水準狀況，為應定期蒐
集、分析及公布之住宅資訊

資料蒐集、運用及發布
，應遵守相關法令之規定。
住宅相關資訊之蒐集、

。

管理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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