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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租金補貼金額表（符合中央申請標準） 

單位：新臺幣 

區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區 

補貼金額上限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家庭成員 2人以

上，且成員中具

有低收入戶身分

者 

二、家庭成員 3人以

上，且成員中具

有中低收入戶身

分者 

非屬第一級及第

三級條件者 

家庭成員 1人且

未滿 40歲，且未

具有經濟或社會

弱勢身分者 

一 臺北市 臺北市 8,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二 新北市 

三重區、土城區、中和區、永和區、汐止區、

板橋區、新店區、新莊區、蘆洲區、八里區、

三峽區、五股區、林口區、泰山區、淡水區、

深坑區、樹林區、鶯歌區 

5,000 元 4,000 元 2,400 元 

三芝區、平溪區、石門區、石碇區、坪林區、

金山區、烏來區、貢寮區、瑞芳區、萬里區、

雙溪區 
3,600 元 3,200 元 2,000 元 

三 
新竹縣、

新竹市 
新竹縣、新竹市 5,000 元 4,000 元 2,400 元 

四 桃園市 桃園市 5,000 元 4,000 元 2,400 元 

五 臺中市 

中區、北區、北屯區、西區、西屯區、東區、

南區、南屯區、大里區、大雅區、潭子區、

龍井區、豐原區、大甲區、太平區、沙鹿區、

烏日區 

5,000 元 4,000 元 2,400 元 

東勢區、神岡區、大安區、大肚區、外埔區、

石岡區、后里區、和平區、梧棲區、清水區、

新社區、霧峰區 
3,600 元 3,200 元 2,000 元 

六 臺南市 

中西區、北區、安平區、東區、南區、永康

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南區、仁德區、安

定區、西港區、佳里區、柳營區、麻豆區、

新化區、新營區、歸仁區、鹽水區 

4,000 元 3,600 元 2,200 元 

下營區、將軍區、學甲區、關廟區、七股區、

大內區、山上區、六甲區、北門區、左鎮區、

玉井區、白河區、官田區、東山區、南化區、

後壁區、楠西區、龍崎區 

3,600 元 3,200 元 2,000 元 

七 高雄市 

小港區、旗津區、大社區、大寮區、大樹區、

仁武區、岡山區、林園區、梓官區、鳥松區、

茄萣區、湖內區、路竹區、旗山區、鳳山區、

橋頭區、燕巢區、三民區、左營區、前金區、

前鎮區、苓雅區、新興區、楠梓區、鼓山區、

鹽埕區、永安區、阿蓮區、美濃區、彌陀區 

4,000 元 3,600 元 2,200 元 

內門區、六龜區、田寮區、甲仙區、杉林區、

那瑪夏區、茂林區、桃源區 
3,600 元 3,200 元 2,000 元 

八 
其他縣

（市） 

宜蘭縣、嘉義市、基隆市、臺東縣、花蓮縣、

金門縣、澎湖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連江縣 
3,600 元 3,200 元 2,000 元 

 

請注意！ 

110年度租金補貼金額上限，依地區、家庭成員人數及身分等條件分級，

可能較 109年度補貼金額增加(屬第一級者)或減少(屬第三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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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向               縣（市）（租賃住宅所在地，未租屋者為欲租屋地）主管機關申請租金

補貼，已詳閲並願遵守下列事項：  

一、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及社福單位查調全戶戶籍、家庭年所得、地籍、財產等資料及其他必要文件。 

二、 本人已詳閱「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等相關法規及問與答內容，願遵守一切規定

，並保證本人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而違反本項補貼相關規定情事，願接

受貴府主管機關駁回申請案，並負法律責任。 

三、 本人瞭解本補貼案件之審查，以申請日所具備之資格與提出之證明文件(檢附文件如本申請書第 10

頁所列)為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但審查期間持有住宅狀況、戶籍之記載資料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證之相關文件，經審查不符申請條件或有異動致不符申請條件者，應予以駁回。 

四、 本人瞭解租金補貼金額表(如本申請書封面內頁) 110年度有所修正。 

五、 本人瞭解本補貼具有定期查核機制，自申請日起至完成或終止補貼期間，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員仍應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家庭成員因結婚、遷入、遷出、死亡等戶籍之記載資料有異動情形或持有住宅

者，應主動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下列應予停止補貼之情形時，本人應返還溢領之金額

，未返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將依法追繳；涉虛偽或不實情事者，並追究相關刑事責任： 

（一）家庭成員擁有住宅。 

（二）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或出租人死亡，未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

法第20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辦理。 

（三）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未再租賃住宅。 

（四）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五）家庭成員重複接受2種以上住宅補貼。 

（六）租賃契約之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為承租人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直系親屬包括直系血

親與直系姻親)。 

（七）遷居至其他直轄市、縣(市)另行租賃住宅未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21條規

定辦理。 

（八）受租金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教養機構，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變更受租金補貼者

及續撥租金補貼。 

（九）出境滿2年未入境經戶政機關辦理遷出登記。 

六、 住宅補貼係為協助國民獲得適居之住宅，故租金補貼申請人應為承租人，且於該住宅有居住事實。 

七、 本人如違反「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等相關法規，願依規定返還溢領金額。 

八、 本人瞭解按稅捐稽徵法第 23條及第 30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得

向有關機關要求提示有關文件，租金補貼之機關不得拒絕提供租金補貼之租賃契約資料。 

九、 本人租賃住宅符合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且確實具備大便器、洗面盆及浴缸(或淋浴)等三

項設備，如有不實，願接受貴府駁回申請案或停止補貼，並負法律責任。 

十、 租金補貼期間合計 12期（月），每年須重新申請，請注意下年度公告及申請時間。 

《110年度第一次受理期間：110年 8月 2日(一)至 110年 8月 31日(二)》 

《110年度第二次受理期間：111年 2月 14日(一)至 111年 2月 25日(五)》 

(以上二次受理期間為「同一年度」，已獲同一年度補貼資格者不得再重複申請。) 

本住宅補貼案件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如有虛偽不實，申請人及代理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與申請人之關係：           

代理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理人聯絡電話：           

110 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書  

住宅補貼專區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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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請詳閱後再填寫資料 
1.符合加分條件為住宅法第 4條第 2項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申請時應檢附最新且有效之

以下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2)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3) 特殊境遇家庭：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可向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詢問】。 
(4) 生育有未成年子女3人以上（限申請人）：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檢附該子女之戶口

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
未成年子女數，檢附申請日前1個月內之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5)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25歲（限申請人）：社政主管機關出
具之證明。 

(6) 65歲以上（限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曾經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證明，如保護令影

本、判決書影本、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證明文件；以警察處理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表、報案單、政府立案之醫療院所開立之驗傷診斷證明書證明者，應同時出具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證明單(函)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8)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9)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AIDS)：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

具之證明文件影本。（全國醫療服務卡亦可） 
(10)原住民：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1)災民：受災1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12)遊民：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13)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限申請人）：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2.其他符合加分條件應檢附最新且有效之以下證明文件： 

(1)重大傷病者：全民健康保險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2)單親家庭(限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另依申請人之條件檢附25歲以下子女之就學證明影

本、配偶服刑證明影本、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配偶之證明影本或年滿20歲子女無謀生能力
之證明。 

(3)新婚家庭(限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結婚登記日應在申請日前2年內) 
(4)生育有未成年子女（限申請人）：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數，
檢附申請日前1個月內之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5)列冊獨居老人(限申請人)：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6)25歲以上(限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三代同堂(限申請人)：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電子戶籍謄本。 
(8)租賃契約公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之住宅租賃契約。 

3.申請人居住已辦理建物登記之住宅未達住宅法所定基本居住水準者檢附之證明文件： 
(1)居住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 
(2)居住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切結書及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該住宅竣工圖。 
註：1.申請戶申請時戶籍設於居住之住宅地址內，且以其家戶人口（指申請時設籍於居住住

宅之申請人及其戶籍內之配偶、直系親屬）計算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小於內政
部訂頒之「基本居住水準」面積標準或該居住住宅未具備大便器、洗面盆及浴缸（或淋
浴）3項衛浴設備，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始得以未達基本居住水準加分。 

2.依住宅法第 13條，經核定接受本補貼者，其受補貼居住住宅須達基本居住水準，未達
基本居住水準者，將不予核發或停止租金補貼。 

3.以未達基本居住水準申請加分之認定及計算方式、接受補貼居住住宅須達基本居住水準
之認定方式等詳細內容，請詳閱「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等相關法規

及租金補貼問與答第十七題及第三十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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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0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標準（中央訂定）如下： 
         單位：新臺幣 

租賃住宅 

所在地 

家庭成員之所得及財產均應低於下列金額 

備註 

每人每月平均所得 每人動產限額 家庭不動產限額 

臺灣省 3萬 3,220元 22萬 5,000元 530萬元  

新北市 3萬 9,000元 24萬元 543萬元  

臺北市 4萬 4,170元 30萬元 876萬元 

臺北市另訂有申請

標準,請詳閱該市之

公告。 

桃園市 3萬 8,203元 22萬 5,000元 540萬元  

臺中市 3萬 6,490元 22萬 5,000元 534萬元  

臺南市 3萬 3,260元 22萬 5,000元 530萬元  

高雄市 3萬 3,353元 22萬 5,000元 532萬元  

金門縣 

連江縣 
3萬 255元 

每戶(四口內)每年

120萬元，第五口起

每增加一口得增加

30萬元 

413萬元 

金門縣另訂有申請

標準，請詳閱該縣之

公告。 

註：1.所得指財稅機關提供之家庭成員 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之給付總額合計(含分離

課稅所得)。 

2. 動產中之存款本金係以財稅資料顯示之家庭成員 109年總利息所得，按 1.035%之利

率推算。但申請人舉證存款利率為優惠利率或其他利率者，不在此限；另有價證券以

住宅補貼受理申請期間起始日之持有數額，按當日或前一營業日之收盤價計算，無收

盤價者，按面額計算。 

3.家庭成員之不動產以申請日之資料為準，其家庭成員持有之不動產不採計原住民保留

地及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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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口名簿戶號         

電  話 日  夜  手機  

電子郵件 
信箱 

 
是 否 於 申 請 日

前 2 年內結婚  
□是，結婚日期   年  月  日  □否  

審查結果或補件通知公文寄送地址，戶籍地、通訊地及租屋地皆可能寄送，請務必留意，避免錯失重要文

件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市區        里            路     

通訊地址 
□ 同 戶

籍 地
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市區       里      路 

申請租金
補貼之住
宅地址或
建號 

租賃住宅之出租人或所有權人，不得為申請人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直系親屬包括直系血親
與直系姻親)。 

地址 

(門牌) 

 □同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尚未租屋，預計租屋於     縣（市）。  

核定後 3 個月內須補租賃契約及符合基本居住水準住

宅相關文件 (最新之戶口名簿影本、家戶人口及具備衛

浴設備切結書 )，屆期不補正或未補齊者，願接受貴府

駁回。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市區       里        路 

建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租賃面積比例 □全部    □部分，租賃面積比例    %(概估即可) 

租金補貼

撥入指定

人之郵局

帳戶 

（使用申

請人帳戶

者，免填） 

申請人因債務關係遭強制執行或其他因素，致郵局帳戶無法使用，故

核定後本人同意每月租金補貼款項匯入(姓名:          )  

（身分證字號：           ）於        郵局

所立局號:         帳號:        （如附件），嗣

後如有任何糾紛概由本人自行負責，與貴府無關，特立此切結為憑。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並再次檢查，以免匯款作業失敗。)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放棄政府

其他住宅

協助，不得

重複接受

住宅補貼 

本人(受其他租金補貼者、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人)

自本租金補貼資格核定之日起，自願放棄原租金補貼、承租社會住宅

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並於評點時酌予扣分。 

(代租案承租人轉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三期計畫」為租金補貼承

租人者，代租案租金補助將自接受租金補貼之日起停止核給。) 

受其他租金補貼
者、社會住宅或政府
興辦之出租住宅承

租人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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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申請人之戶籍內直系親屬、申請人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資料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稱謂 

是否具備下列條件（可複選，需檢附證明文件佐證） 申請人 
未設籍 
於租賃 
住宅    

【
限
申
請
人
】 

      

【
限
申
請
人
】 

【
限
申
請
人
】 

【
限
申
請
人
】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
戶 

特殊
境遇
家庭 
（需
取得
特殊
境遇
家庭
扶助
公
文） 

於安置
教養機
構或寄
養家庭
結束安
置無法
返家，
未滿
25歲 

受家庭
暴力或
性侵害
之受害
者及其
子女 

身心障
礙者 
(分
輕、
中、
重、極
重度) 

感染人
類免疫
缺乏病
毒者或
罹患後
天免疫
缺乏症
候群者 

災民 遊民 重大
傷病
者 

單親
家庭   
 
 

列冊
獨居
老人 

因懷
孕或
生育
而遭
遇困
境之
未成
年人 

請勾選
實際居
住之家
庭成員 

  本人               

    
 

            

    
 

            

    
 

            

    
 

            

    
 

            

    
 

            

    
 

            

    
 

            

    
 

            

申請人或其配偶是否懷孕？□否   □是，孕有胎兒數：____(雙胞胎以上請按胎兒數填寫) 

 

二、與申請人或配偶未同戶籍之未成年子女: 

與申請人或配偶未同戶籍之子女（       人）；【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共        人】 

未成年子女姓名 稱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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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居住已辦理建物登記住宅未達基本居住水準資料（已達基本居住水準

者，免填）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含附屬建物面積及

共有部分) 

 家戶人口數(以申請時設籍於

居住住宅之申請人及其戶籍

內之配偶、直系親屬計算) 

 

□ 未達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標準 □ 未具備衛浴設備（需檢附切結書及主管建築機

關核發之住宅竣工圖） 

 

四、評點表 

項目 內容 權重 
政府 

評分 
備註 

家庭總所得按

家庭成員人數

平均分配 

第一級 平均每人每月所得在五千元以下 加二十  

一、單位：新臺幣。 

二、遭受家庭暴力或

性侵害需與相

對人分居者，相

對人及相對人

之配偶或直系

親 屬 之 年 所

得、財產、接受

之政府住宅補

貼及評點權重

得不併入計算

或審查。 

第二級 
平均每人每月所得超過五千元，一萬元

以下 
加十五  

第三級 
平均每人每月所得超過一萬元，一萬五

千元以下 
加十  

第四級 
平均每人每月所得超過一萬五千元，二

萬元以下 
加五  

身心障礙者 

重大傷病者 

極重度身心障礙者 加九/人  同一人同時具有身

心障礙者及重大傷

病之身分者，僅擇一

高分者加分。 

重度身心障礙者 加七/人  

中度身心障礙者 加五/人  

輕度身心障礙者 加三/人  

持有重大傷病證明者 加七/人  

家庭狀況 

特殊境遇家庭 加十  以特殊境遇家庭之

身分加分者，不得再

因受家庭暴力或性

侵害之受害者及其

子女、單親家庭等之

身分加分。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加五  

單親家庭（限申請人） 加五  

三代同堂（指申請人申請住宅補貼時與直系親屬

三代，設籍在同一戶連續滿一年者） 
加五  

新婚家庭(結婚登記日應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日前 2 年內) （限申請人） 
加三  

申請人生育子

女數 

生育未成年子女二人以下 加五/人 
 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

胎兒，視為未成年子

女數。 
生育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第三人起 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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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權重 
政府 

評分 
備註 

特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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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申請人） 
加三/項 

 可複選，每符合一項

加三分。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限申請人） 加三/項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者(AIDS) 

加三/項  

災民 加三/項  

遊民 加三/項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加三/項  

列冊獨居老人（限申請人） 加三/項  

原住民 加五/項   

未達基本居住

水準 

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本居住面積標準

（限申請人目前居住辦理建物登記並設籍之住

宅） 

加三 

  

未具備衛浴設備（限申請人目前居住辦理建物登

記並設籍之住宅） 
加三 

  

家庭成員人數 

五人以上 加十五   

三人或四人 加十   

二人 加五   

申請人年齡 

七十五歲以上 加七   

六十五歲以上，未滿七十五歲 加六   

五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 加五   

四十歲以上，未滿五十歲 加四   

三十歲以上，未滿四十歲 加三   

二十五歲以上，未滿三十歲 加二   

是否曾接受政

府住宅補貼 

曾購置政府興建之政策性住宅、曾接受政府住宅

補貼、正在接受政府租金補貼 
減一 

  

租賃契約公證 住宅租賃契約經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辦理公證 加三   

分數  合計 
  



110 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書                                                         第 8 頁/共 8 頁 

 

五、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 (紅色欄申請人免填 ) 

檢附文件 
政府審核 

已檢附 需補件 

1.戶口名簿影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份。   

2.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證明文件、其他加分證明文件    份（詳填表說明
1、2；不符合者免附）。 

  

3.租賃契約影本（尚無租賃住宅事實者免附）。   

4.租賃住宅之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
果圖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尚無租賃住宅事實者免附）。 

  

5.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6.持有面積未滿 40平方公尺共有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7.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者，應檢附政府公告拆遷之文件影本。   

8.未達基本居住水準之證明文件（詳填表說明 3）。   

9.申請時家庭成員正接受政府其他租金補貼、為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
住宅承租戶，該家庭成員切結取得租金補貼資格之日起，自願放棄原租金
補貼、承租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 

  

申請條件  符合 不符合 

1.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   

2.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已成年。 

(2)未成年已結婚。 

(3)未成年，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3.家庭成員(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
申請人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需要照顧之未成年或身心障礙兄弟姊妹)
均無自有住宅。 

  

4.家庭年所得及財產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詳填表說明
4)。 

  

5.申請時家庭成員均無溢領租金補貼未返還完畢之情形。但已協議分期且正
常返還者，不在此限。 

  



 

六、居住協助需求了解 

問題 勾選 項目 勾選 項目 

01.您是如何知道租金補

貼？(可複選) 

 ①親友告知  ②廣播宣傳 

 ③政府公告  ④大眾運輸廣告 

 ⑤電視廣告  ⑥立法委員、議員、村里長告知 

 ⑦網路訊息  ⑧新聞報導 

 ⑨其他，請簡述：                          

02.您租賃住宅與工作地點

位於相同縣市嗎？（單

選） 

 ①是，相同縣市  ②不是，不同縣市 

 ③工作地點不一定  ④視有無取得租金補貼 

03.若取得租金補貼，會影響

您的租屋規劃嗎？（單

選） 

 ①會，會考慮租更適合房子  ②不會，維持原有的租屋選項 

04.近 5年到目前居住的地

方前，您已經搬過幾次

家？（單選） 

 ①0 次  ②1 次 

 ③2 次  ④3 次以上 

05.您透過何種管道尋找租

賃住宅？(可複選) 

 ①網路平台  ②廣告文宣 

 ③親友介紹  ④租屋服務業者(如房屋仲介) 

 ⑤其他，請簡述：                          

06.是否曾遭遇以下各類租

屋糾紛？(可複選) 

 ①租金任意調漲  ②租金支出無法申報所得扣除 

 ③無故終止租約  ④申請相關補貼被刁難 

 ⑤修繕責任判定爭議  ⑥戶籍無法遷入 

 ⑦其他，請簡述：                          

政府目前透過「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就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之房客，提供 2種服務： 

包租：政府委託業者承租住宅，由業者與房東簽訂 3年包租約後，於約期內業者每月支付房租給該房東，再由業者以二房東

的角色將住宅轉租給房客並管理該住宅。 

代管：業者協助房東出租住宅給房客，由房東與房客簽訂租約，業者負責管理該出租的住宅。 

問題 勾選 項目 勾選 項目 

07.您是否願意加入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計畫？（單

選） 

 
①是，我願意將聯絡資訊提供給政

府委託的業者。 
 ②是，我會自行接洽租屋服務業者。 

 ③否，請簡述理由：                          

08.何原因會讓您有意願參

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可複選) 

 ①節省尋找租屋時間  ②租金補助 

 ③專人協助處理糾紛  ④社會福利協助 

 ⑤免費服務  ⑥政府委託業者 

 ⑦其他，請簡述：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至 民 國  年  月 底  

 

1. 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 住

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 本調查填報資料依統計法第 19 條規定「資料屬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

資料者，應予保密，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1101 

「社會住宅」，就是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按住宅法提供至少 30%以上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

另有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但因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在品質方面，導入綠建築、太陽能光電、智慧建築及無障礙空間等設計概念，完善社區管理、社區照護服務、必要公共空間

與設施及住戶生活公約，期讓入住民眾感到秩序、幸福與便利。 

問題 勾選 項目 勾選 項目 

09.附近有社宅，您會去申請

嗎？（單選）  ①會  ②不會 

10.您考慮（或不）承租社宅

的主要考量原因為何？

（請圈選 3項） 

 ①離工作地點距離  ②政府的出租住宅 

 ③離親戚、朋友家距離  ④房租租金較市價便宜 

 ⑤租期（1期原則 3 年）  
⑥社區提供福利服務（如老人日間照

顧、兒童日間照顧等） 

 
⑦社區內公共空間設施（如開放空間、

遊戲場、交誼廳等） 
 

⑧離所需設施距離（如車站、學校、

市場、公園、醫院等） 

 ⑨其他，請簡述：                                                      

11.以您家戶條件評估，需要

的社宅房間數為：（單選） 

 ①1 房  ②2 房 

 ③3 房  ④4 房以上 

12.以您家戶條件評估，需要

的社宅面積實坪數為：

（單選） 

 ①未滿 8 坪  ②8 坪以上，未滿 14坪 

 ③14 坪以上，未滿 20坪  ④20 坪以上，未滿 30坪 

 ⑤30 坪以上，面積約：              坪 

13.以您家戶經濟能力考

量，能負擔的合理月租金

為：（單選） 

 ①未滿 4 千元  ②4 千以上，未滿 8 千元 

 ③8 千以上，未滿 1萬 2千元  ④1 萬 2千以上，未滿 1萬 6 千 

 ⑤1 萬 6千元以上，未滿 2萬元  ⑥2 萬元以上 

14.若住在社宅內，您認為合

理每坪管理費為：（單選） 

 ①每坪未滿 50元  ②每坪 50至 59 元 

 ③每坪 60至 69 元  ④每坪 70至 79 元 

 ⑤每坪 80元以上，大約：              元 

15.您認為合理的社宅承租

年限為：（單選） 

 ①未滿 3 年  ②3 年以上，未滿 6 年 

 ③6 年以上，未滿 9 年  ④9 年以上，未滿 12年 

 ⑤其他，請簡述：                                                      

16. 以您個人或家戶需求，

社宅社區內應有的附屬

設施項目為：（請圈選 3

項） 

 ①身心障礙服務  ②長期照顧服務 

 ③餐飲服務  ④文康休閒活動、社區活動 

 ⑤商業活動（各類商店）  ⑥青年創業空間 

 ⑦幼兒園、托育服務（托嬰中心）  ⑧其他，請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