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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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1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69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思銘等 17 人，鑑於部分族群在承租房屋時，有屢
被拒絕之情事，應將租屋弱勢族群之需求，納入中央主管機
關研擬整體住宅政策時之考量，以充分保障國民之居住權。
此外，國內社會住宅仍存在短缺問題，致使青年及弱勢家戶
的基本居住需求未獲得滿足。政府應透過提高租屋收入免稅
額、建立押租金第三方信託管理機制等方式提供誘因，健全
住宅租賃市場。並提升國內社會住宅之供給量，建立政府非
自償性之興辦社會住宅政策，以維護人民居住權益。爰擬具
「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維護居住正義。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住宅法目前針對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只有提供一定比例社會住宅保障出租，但社會住宅畢
竟數量、選擇不多；然而住宅政策不只有社會住宅，尚包括稅制、租金補貼、貸款利息補
貼等各種措施，政府應積極以整體住宅政策來保障弱勢族群的居住權。
二、實務上常有住宅所有權人因稅負考量，不願出租住宅予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之弱勢家庭
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租金補貼者，為落實政府租金補貼政策，爰給予出租住宅予前述弱
勢族群之住宅所有權人，享有更多所得稅優惠。
三、為實現居住正義，有賴政府透過提高租屋收入免稅額、建立押租金第三方信託管理機制等
方式提供誘因，健全住宅租賃市場。並提升國內社會住宅之供給量，建立政府非自償性之
興辦社會住宅政策，以維護人民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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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五條

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

一、修正第一項。鑒於不分族

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
居住環境需要，中央主管機

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
居住環境需要，中央主管機

群（包括原住民、老人、身
心障礙及中壯年人等）在欲

關應衡酌未來環境發展、住
宅市場供需狀況、住宅負擔

關應衡酌未來環境發展、住
宅市場供需狀況、住宅負擔

締約承租房屋時，有屢被拒
絕之情事，居於租屋市場之

能力、住宅發展課題、原住
民族文化需求及租屋弱勢族

能力、住宅發展課題及原住
民族文化需求等，研擬住宅

弱勢地位，爰將租屋弱勢族
群之需求納入中央主管機關

群之需求等，研擬住宅政策
，報行政院核定。

政策，報行政院核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

研擬整體住宅政策時之衡酌
因素，以健全對全體國民居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據中央住宅政策，

機關應依據中央住宅政策，
衡酌地方發展需要，擬訂住

住之充分保障。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衡酌地方發展需要，擬訂住
宅施政目標，並據以研擬住

宅施政目標，並據以研擬住
宅計畫及財務計畫，報中央

宅計畫及財務計畫，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住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住
宅政策、衡酌社會經濟發展

宅政策、衡酌社會經濟發展
、國土空間規劃、區域發展

、國土空間規劃、區域發展
、產業、人口、住宅供需、

、產業、人口、住宅供需、
負擔能力、居住品質、中央

負擔能力、居住品質、中央
及地方財政狀況，並參考直

及地方財政狀況，並參考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住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住
宅計畫執行情形，擬訂住宅

宅計畫執行情形，擬訂住宅
計畫及財務計畫，報行政院

計畫及財務計畫，報行政院
核定。

核定。
主管機關為推動住宅計

主管機關為推動住宅計
畫，得結合公有土地資源、

畫，得結合公有土地資源、
都市計畫、土地開發、都市

都市計畫、土地開發、都市
更新、融資貸款、住宅補貼

更新、融資貸款、住宅補貼
或其他策略辦理。

或其他策略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應每

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應每
年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入住

年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入住
比率及區位分布，報中央主

比率及區位分布，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住宅所有權人或未
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

第十五條 住宅所有權人或未
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係政府為協
助弱勢家庭及就業、就學青年

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

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

租屋，鼓勵民眾釋出空餘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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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依本
法規定接受主管機關租金補

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依本
法規定接受主管機關租金補

及減輕地方政府新建社會住宅
的財務負擔，期以多元方式達

貼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租
金補貼者，於住宅出租期間

貼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租
金補貼者，於住宅出租期間

成社會住宅目標，爰將免稅額
度提高至三萬五千元。

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
得稅。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

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
得稅。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

免稅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三
萬五千元。

免稅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

前項免納綜合所得稅規
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前項免納綜合所得稅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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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
情況延長之。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社
會住宅之需求總量、區位及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社
會住宅之需求總量、區位及

一、我國社會住宅存量極低，
然而照顧範圍極廣，且租金

興辦戶數，納入住宅計畫及
財務計畫。

興辦戶數，納入住宅計畫及
財務計畫。

偏高，目前社宅租金定價為
估價師估算而來，換算市場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
會住宅者，不適用行政法人

租金約七至八五折間。原因
在於各國社會住宅都是在非

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自償性的前提下運作，而我
國社會住宅欲透過租金自償
，導致租金仍偏高的結果。
二、查行政法人法第三十六條
規定「行政法人所舉借之債
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
，致現行由行政法人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辦之社
會住宅時應具備自償性，爰
新增第二項條文排除行政法
人法有關自償性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促進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促進

針對住宅所有權人依第十九條

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

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

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五
、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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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六、獎勵、輔導或補助
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租屋服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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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
管理，或媒合承、出租雙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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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為管理。」或第二項第四款
：「四、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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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代為管理。」規定將住宅出
租予主管機關、租屋服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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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租及代為管理，或經由租屋
服務事業媒合及代為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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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
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幼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
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居住、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
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使

一、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
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

一、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
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

用，提供合理租稅優惠措施，
爰將免稅額度提高至三萬五千

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
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三萬

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
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二、住宅出租期間之租金所

五千元。
二、住宅出租期間之租金所

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
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

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
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

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課
稅租金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課
稅租金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

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

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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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所有權人依第二項

情況延長之。
住宅所有權人依第二項

規定所簽訂之租賃契約資料
，除作為同項租稅減免使用

規定所簽訂之租賃契約資料
，除作為同項租稅減免使用

外，不得作為查核該住宅所
有權人租賃所得之依據。

外，不得作為查核該住宅所
有權人租賃所得之依據。

第五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提升
租屋市場健全發展，應研擬

第五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提升
租屋市場健全發展，應研擬

一、押租金係指承租人為擔保
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

住宅租賃發展政策，針對租
賃相關制度、專業服務及第

住宅租賃發展政策，針對租
賃相關制度、專業服務及第

處理遺留物責任，預為支付
之金錢。以往押租金之保管

四條經濟或社會弱勢租賃協
助，研擬短、中長期計畫。

四條經濟或社會弱勢租賃協
助，研擬短、中長期計畫。

均由出租人或租賃住宅服務
業者負責，缺乏公正第三方

並就租屋市場資訊、媒合服
務、專業管理協助、糾紛諮

並就租屋市場資訊、媒合服
務、專業管理協助及糾紛諮

管理機制下易衍生爭議甚或
爭訟。

詢及押租金信託管理等提供
相關服務。

詢等提供相關服務。
前項服務得由租屋服務

二、實務上已有包租代管業者
主動提供押金信託服務，成

前項服務得由租屋服務
事業辦理，其認定及獎勵辦

事業辦理，其認定及獎勵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立專戶管理，連帶將租約透
明化。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元。

三、由租屋服務事業主動提供
押租金信託管理服務，可供
承租人主動選擇與願意由第
三方信託管理押租金之出租
人承租房屋，以透明、健全
租屋市場並減少租屋黑市亂
象，提升承租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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