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4次會議 

議程 

壹、會議時間:110年 3月 23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3樓南區 S301會議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彭副市長振聲 

肆、報告事項-辦理進度報告 

伍、討論事項-臺北市社會住宅政策 

一. 社會住宅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 

二. 社會住宅配租比例。 

三. 新招租案:南港區中南社會住宅、北投區新奇岩社會住宅、順興都更分

回戶招租規範。 

四. 續約/重新招租案:永平中繼住宅/社會住宅招租規範。 

陸、綜合討論 

柒、結論 

捌、散會 

 

  



第 2 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 4 次會議 

討論事項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3月 23日(二) 14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3樓 S301開標室 

參、主席:彭主任委員振聲 

肆、出席名單:(詳見簽到簿) 

伍、討論事項 1-社會住宅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 

一. 業務單位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P.5~P.9) 

二.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林委員育如: 

1. 連帶保證人制度相較於保證人制度來說更為嚴苛，倘住戶欠

租市府可轉向連帶保證人追討債務，其他縣市社會住宅租賃

契約中大多無連帶保證人制度，僅林口世大運社宅共住戶合

租人須作為連帶保證人，倘欠租時管理單位可向合租人追討

欠租之租金。  

2. 新北市政府部分採 BOT 營運之社會住宅及桃園市政府社會住

宅雖未採用連帶保證人制度，倘住戶有欠租之情形，採用管理

人員緊迫盯人提醒，或針對欠租原因進行了解，惡意欠租者加

速行政流程作業時間，終止其租約；非惡意欠租之弱勢承租戶

結合社福機構或社政機關協助，釐清欠租原因並提供協助。 

3. 雖社會住宅租戶欠租可能導致社會住宅財務問題，惟現有連帶

保證人制度下仍有承租戶會欠租，以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之立場

建議應廢除連帶保證人制度，針對欠租問題加強對欠租原因之

調查，適時結合社政機關資源協助弱勢戶；或支持通案均開放

所有承租戶可自行選擇繳納全租期租金或採一年一約方式辦

理，而非依身分別而使簽約方式與其他住戶有所差別，易使外

界認為弱勢戶找不到連帶保證人且欠租機率較高。 

 

(二)呂委員秉怡: 

1. 一般民間租屋市場少有連帶保證人制度，目前尚無法證實欠租

與連帶保證人間存有必然性，或連帶保證人制度可遏止承租戶

欠租。業務單位所舉出之案例，就算現行規定具連帶保證人制

度，欠租後尋求其他民意代表關說再續租之情形仍有機會發生，

建議應廢除連帶保證人制度。 

2. 針對承租戶欠租之原因，倘屬惡意欠租者支持市府採積極方式，

例如不續約、解約處理，縮短行政作業時間及程序，建立市府



公權力典範；非惡意欠租之弱勢承租戶須結合社會局、社福機

構之資源積極了解及協助，提供分期繳款、協助尋找生活補助

資源等。 

3. 如同林委員所述不應依承租人身分而有所差別，倘採方案一維

持連帶保證人制度，建議應讓所有承租人均可一體適用一年一

約方式，後續針對辦理成效或欠租情形採滾動式修正及檢討，

評估維持連帶保證人是否可減少欠租情形產生；另欠租情形產

生時行政單位因立即介入了解欠租原因，排除惡意欠租承租戶。 

 

(三)張委員智元: 

1. 建議可先了解其他縣市無連帶保證人制度是否具政策或政治

上之考量，較不被大眾喜歡之政策是否有足夠之公益或是政策

因素足以承擔不同處理方式之風險。 

2. 方案一是市府以上位者角度提出之方式，以直接可行的方案解

決問題，惟此方式之缺點如同其他委員所述，應加強其他資源

協助之配套措施。 

3. 方案間無絕對之優劣且皆為可行之方案，無連帶保證人制度市

府認為可能會導致更多呆帳出現，但如同其他委員所述，可先

了解呆帳或是欠租問題產生之原因，是否有其他柔性作法或配

套措施可以減少該情況產生，欠租問題發生前適時介入了解情

況，才不會錯將因特殊原因無法如期繳納房租之弱勢民眾驅離，

或使惡意欠租者持續享有社會住宅資源。 

 

(四)溫委員琇玲: 

1. 方案一及方案二於文字說明上建議再予修正，釐清對民眾較有

助益的方案內容，避免後續對外說明時使民眾誤解。 

2. 方案一維持現有連帶保證人制度已針對無法尋獲連帶保證人

或無法負擔租期全額租金之弱勢承租戶提供一年一約之方式，

雖可支持市府維持連帶保證人之考量，惟方案一文字敘述應再

予修正，避免誤解弱勢戶僅得以一年一約方式入住社會住宅無

法選擇採連帶保證人或繳清全租期租金。 

 

(五)孫委員一信: 

1. 連帶保證人雖可確保政府單位之債權，卻可能因欠租問題導致

租賃案件複雜化，致原先市府與欠租人之民事訴訟，延伸增加

連帶保證人與承租人之民事訴訟，各方案均有優缺點。 

2. 目前社會住宅係提供符合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之弱勢戶得選擇

採一年一約方式，維持連帶保證人制度應有某種程度之必要，



建議修正方案一，放寬特定所得分位點或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於

特定標準以下之承租戶均可提出一年一約之方式取代連帶保

證人或繳納全租期租金，而非以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之身分為

限，提供提案單位參考。 

3. 另外，亦可採呂委員建議方案，通案開放所有承租戶均可選擇

採用一年一約，或尋覓連帶保證人、繳交全租期租金方式。近

年強制執行法修法，未來針對強制執行後需先扣除維持其生活

所必需金額(最近一年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剩餘

部分即為實際可還款金額，於弱勢欠租戶而言有可能強制執行

後市府也無法追回大多數債款。 

4. 考量社會上尚有許多無法尋覓連帶保證人且亦非住宅法所規

定之社會及經濟弱勢，建議可通案開放一年一約並維持連帶保

證人，亦可避免弱勢標籤之情況。 

 

(六)李副主任委員得全: 

1. 方案一所述維持現有連帶保證人制度，針對弱勢戶倘無法負擔

全租期租金或無法尋覓連帶保證人，市府現已提供一年一約方

案協助，應已有適度考量照顧弱勢之方式。 

2. 報紙或新聞報導所述案件係少數案例，真正覺得連帶保證人制

度不合理者亦可能是少數，現有連帶保證人制度針對欠租之債

務至少可追回一半左右之款項，若無連帶保證人經業務單位評

估未來可能債務會持續擴大。 

3. 原則同意提案單位所提方案一內容，針對幾位委員提及非惡意

欠租部分由社政單位協助介入處理建議應一併納入方案一內，

業務單位與社會局針對弱勢承租戶協助研商完備 SOP、惡意欠

租稽催行政作業程序加速，達成照顧弱勢，並提升欠租稽催效

率，應可適度減少呆帳情形發生之可能性。 

(七)邱委員美珠: 

1. 社會住宅政策是長遠目標，希望可藉由社會住宅解決「居不易」，

使青年或弱勢族群可於本市生活。惟考量未來社會住宅大量完

工後，倘欠租問題無法改善或欠租比例更高，可能對社會住宅

財政產生影響。 

2. 財務健全是社會住宅永續經營因素之一，弱勢欠租戶亦需提供

協助，例如採用其他補貼增加其生活各項支出之寬裕性等，爰

同意李副主任委員建議之方案，市府內部應加強各局處間橫向

聯繫。 

(八)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近期社會局與業務單位針對社會住宅整合服務機制進行討論，



針對社會住宅內之 30%弱勢戶，社福中心社工人員於弱勢承租戶入

住社會住宅之初即安排社工人員進行訪視，未來亦規劃與社會住宅

物業管理進行結合，除強化社政單位資源協助面向，並加強府內各

單位聯繫。 

 

陸、討論事項 2-訂定社會住宅配租比例調整機制: 

一. 業務單位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P.9~P.17) 

二.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呂委員秉怡: 

1. 肯定府內針對社會住宅在地里中籤率過高問題採階段性調整

方式，原則同意業務單位所提配租比例調整方案。崔媽媽基金

會及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均認為在地里加籤之政策並不妥適，過

往監察院針對睦鄰戶也有提出意見，此外，民間團體亦認為目

前中央於社會住宅內增加警消戶等特定身分保障戶是有違住

宅法之精神，後續也會於住宅法修法時提出意見。 

2. 原則支持調整臺北市社會住宅在地里不另加籤制度，及利用社

會住宅鼓勵在地生活、在地就學就業之大方向。惟建議第一階

段調整在地里不另加籤及第二階段開放有就學就業事實者申

請，兩種調整制度可合併實施，無須拆分兩階段進行調整，更

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需求。 

(二)温委員琇玲: 

原則同意業務單位所提配租比例調整方案，惟以南軟或內科工

作者為例，其收入是否符合社會住宅申請承租資格標準，建議政策

說明時應預先思考調整後之配租比例可能受益對象或族群類型，俾

於後續檢視政策調整之成效。 

 

(三)孫委員一信: 

可改善在地里加簽民眾中籤率較高之不公平制度是好事，故同

意業務單位所提之調整方案。 

 

(四)李副秘書長得全: 

1. 現行社會住宅配租比例制度下優先提供弱勢身 35%保障戶比

例，未來社會住宅之目標除協助民眾安居於本市外，第二優先

鼓勵民眾「在地生活」，減少市內跨行政區或長距離之通勤就

學或就業，其餘開放一般市民申請入住。 

2. 建議業務單位簡化社會住宅配租比例啟動調整機制之說法，以

易於理解之方式對外說明。 

 



柒、討論事項 3-四處社會住宅招租規範: 

一. 業務單位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P.18~P.45) 

二.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温委員琇玲: 

建議後續社會住宅招租規範於租金表內可同步顯示估價師查

估之周邊租屋市場行情，以利評估租金單價是否合理。 

 

(二)張委員智元: 

1. 本次業務單位所提新奇岩社宅安置奇岩出租國宅改建及大同

之家住戶，因配合政策目的調整配租比例、永平社會住宅因屬

舊國宅轉作社會住宅，於管理或設施設備、服務水準上均與市

府新建之社會住宅有所差異，租金價格較低，提供予所得 40%

分位點以下民眾申請尚屬合理，民眾可依負擔能力自行選擇居

住於新社會住宅或舊社會住宅，兩案原則均表支持。 

2. 當舊社會住宅及新社會住宅並存時，因管理強度不同，所提供

之服務水準可能有所差異，管理費收費金額亦無法相比，後續

對外說明不同管理費或租金定價時需留意服務水準之界定及

說法。 

3. 舊房屋維護成本及重置成本要比新房屋高，現永平社會住宅租

金雖建議調降，但需注意後續維護成本及重置成本是否仍於市

府的掌握之中，管理費僅收取 55元/坪是否足夠。滾動式檢討

後可採租金調降、管理費依實際支出及維護情形檢討是否調整。 

 

(三)呂委員秉怡: 

1. 新奇岩社會住宅及中南社宅原則同意業務單位所提之租金方

案及配租比例。 

2. 針對都更分回之社會住宅，從民眾角度而言，都更分回之案件

管理維護均與新建之社會住宅相同，但從規模經濟來說，符合

住宅法第 4 條之保障特殊身分比例是得以全市或行政區角度

來看，不限制於各宗基地均需提供特殊身分比例，建議後續可

訂定標準，針對一定戶數以下之都更分回社會住宅案場由市府

自行調控整批作為一般戶出租，簡化該案場分級租金分類及管

理支出；一定戶數以上再行依照通案配租比例調整。 

3. 過去幾次參與市府針對出租國宅之定位討論會議，從永平社會

住宅案例來看，取得成本較低、屋況較無新建之社會住宅佳，

政策上應作為經濟能力較差之民眾或弱勢家庭也租得起的社

會住宅標的。 

4. 市府出租國宅轉型政策已有向前進步，建議後續仍維持幾次出



租國宅轉型之研商會議共識，於改建前維持出租國宅相關政策

或制度辦理，改建後依社會住宅政策及規定辦理；採整修既有

建物辦理之社會住宅則定位為更為平價之物件，提供所得 20%

分位點以下之住戶承租。 

5. 永平社會住宅並存社會住宅及中繼過度使用兩種模式，建議區

隔明確區隔出社會住宅區域及中繼住宅區域，社會住宅維持較

低廉之租金，倘有區域性需要需協助作為中繼安置或調度使用，

則該類使用按照第三階或不補貼之租金計收標準，明確區分各

類使用之角色及租金。 

6. 此外，以民間社福單位而言，未來全市便宜之住宅資源將會越

來越少，建議後續此類住宅可保留予弱勢族群之比例能夠有所

增加。 

 

(四)林委員育如: 

1. 同意呂委員所述，針對永平社會住宅提供的對象建議可再限縮

於所得 20%分位點以下之民眾。 

2. 前已針對社會住宅就學就業、改建安置等討論調整配租比例，

過去參與市府之會議社會局亦針對本市低收入戶之有獲得租

屋協助或社宅資源協助之居住情形調查。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無

自有住宅且未獲得住宅資源協助之民眾數量較高之前五名行

政區分別為士林區、萬華區、北投區、中山區、大同區，另針

對弱勢蝸居問題市府亦有著手調查。 

3. 目前已針對就學就業問題討論配租原則調整事宜，持續進步及

調整，仍希望未來針對弱勢居住協助方面亦可參與討論，跳脫

30%社會及經濟弱勢比例，增加弱勢民眾獲得住宅資源之機會。 

 

(五)李副主任委員得全: 

1. 臺北市社會住宅未來必定以多樣方式辦理，建議轉型作為社會

住宅之出租國宅維持稱作「社會住宅」，避免出租國宅候租戶

無法去化。 

2. 針對弱勢優先一事，建議可將永平社會住宅改為弱勢身分戶提

高配租比例，剩餘配租比例則提供 40%分位點以下之民眾申請，

使弱勢民眾或蝸居者可選擇居住於較佳生活品質之物件，除可

避免社會住宅標籤化，亦可達成混居之成效。 

3. 永平社會住宅現租金單價約為 333 元/坪，經業務單位檢討後

之租金單價調降。如同剛才幾位委員所述，舊房屋未來修繕維

護成本將逐年上升，故建議永平社會住宅租金維持 333 元/坪

無需調降，租金收費持平用以支應後續管理維護之水準。 



 

捌、臨時動議-平埔族居住協助: 

一. 陳委員金萬: 

1. 臺南市、花蓮縣、屏東縣針對市/縣訂原住民、鄉訂原住民大

多針對教育或文化上之協助資源，建議臺北市可率先針對住宅

政策提供平埔族協助。 

2. 目前社會住宅已提供就學就業者或都市原住民配租之比例，雖

目前原住民身分法尚未認定平埔族原住民，針對平埔族居住正

義及居住協助，建議於不增加市府成本情況下，調整社會住宅

配租比例，保留部分特殊身分戶配租比例予平埔族申請。 

 

玖、 會議結論: 

一. 討論事項 1-社會住宅連帶保證人制度： 

(一)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同意通案開放所有承租戶除現行連帶保證人

或繳納全租期租金外，均可比照弱勢戶採一年一約方式辦理承

租人可自行選擇簽約方式，請業務單位依以下內容修正方案: 

1. 承租人可自行尋覓連帶保證人。 

2. 採預繳全租期租金(社會住宅三年)，免覓連帶保證人或選擇

一年一約，免覓連帶保證人且免預繳全租期租金，惟衍生之

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自行負擔。 

(二) 開放承租人可自行選擇對其最有利之方式辦理社會住宅簽約，

以達確保居住正義，且兼顧市府債權之目標。 

二. 討論事項 2-訂定社會住宅配租比例調整機制： 

本案經與會委員討論後均同意業務單位所提之配租比例調整原

則方案，惟第一階段調整在地區里戶-在地里不另加籤並更名為行政

區戶，及第二階段開放行政區戶於社會住宅所在行政區有就學就業事

實者不限本市市民亦可申請，上開兩方案可合併實施，請業務單位依

委員意見調整並賡續辦理政策簽報。 

三. 討論事項 3-四處社會住宅(北投區新奇岩社會住宅、士林區永平社

會住宅、南港區中南社會住宅及文山區順興都更分回戶)招租規範: 

(一) 同意新奇岩社會住宅配租比例行政區戶 30%比例，配合出租

國宅改建政策，提撥 25%供安置奇岩出租國宅住戶，於租期

屆滿後優先提供奇岩國宅候租戶抽籤，大同之家安置於弱

勢戶比例分配調控；新奇岩社宅及中南社宅其餘配租比例

依討論事項 2通過意見辦理。 

(二) 考量永平社會住宅本次租金調整幅度不大，且後續整體維



護費用將隨屋齡增加而提升，本次租期之租金單價仍維持

現行平均單價 333元/坪(管理費不調整)為分級租金補貼第

一階之民眾租金價格，其餘各階租金價格依業務單位所提

方式回推租金，並同意本案申請資格限縮為所得分位點 40%

以下民眾承租。 

(三) 其餘三案(新奇岩社會住宅、中南社會住宅、順興都更分回

戶)招租規範及租金研訂方案，同意依業務單位所提內容進

行，各社會住宅之招租方案於本次會議通過後專案簽核。 

四. 有關委員提議調整特殊身分戶配租比例、限縮整修及轉型之社會住

宅承租對象所得分位點，請相關單位納入後續滾動檢討事項辦理。 

五. 臨時動議-平埔族居住協助考量現行法規限制，後續請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併同本市可提供平埔族之扶助資源納入研議事項評估。  

壹拾、 散會-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