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6次會議 

議程 

壹、會議時間:110年9月3日(星期五)   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市政大樓南區2樓 S218會議室 

參、主席:彭振聲主任委員 

肆、報告案 

一、臺北市社會住宅續約制度 

伍、討論案 

一、重新招租/續約案:文山區興隆 D1、D2區社會住宅 

二、新招租案：南港區小彎社宅、大同區斯文里三期都更分回戶招租規範 

陸、綜合討論 

柒、臨時動議 

捌、結論 

玖、散會 

 

  



第 2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 6次會議 

討論案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9月 3日(五) 14時 30分至 16時 1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2樓 S218會議室 

參、 主席:彭振聲主任委員 

肆、 討論案 1-重新招租/續約案：文山區興隆 D1、D2區社會住宅 

一. 業務單位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二.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李得全副主任委員(書面意見)： 

針對討論案 1，建議目前屬於舊案租金訂定原則之社宅(如興隆 D1、

D2)於續約調整租金時各階租金單價(無論是否領有補貼)皆依其坪

數基準均按統一標準調整租金，以茲公平(如附表一)，並符合 110

年 5 月 13 日市長室專案會議決議「社宅、國宅租金調整部分，該

漲要漲」。 

(二)張智元委員: 

1. 社宅各年維護管理營運成本支出較難掌握，建議可考量依實

際管理維護支出情形酌予調整管理費，使管理費逐漸趨近於

市場行情，未來進行管理強度調整時始有談判空間。  

2. 針對討論案 1支持業務單位提案，於疫情尚未緩和前，社宅租

金漲幅均不宜過大，採取微漲或緩漲皆可。惟提醒因部分社宅

基地條件較差，收支自償情形表現不佳，因此建議自償率之計

算應以社宅興辦總體概念計算自償率。 

3. 另依目前市府規劃有租金漲幅上限 10%，自心理學角度可將上

限值訂為單位數，會與訂為雙位數更可使民眾對於社宅租金調

整幅度之觀感有所差異；針對租屋負擔能力部分亦可參考近期

公布之 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進行檢視，併同提供業務單

位參考。 

(三)温琇玲委員: 

1. 目前已有多處社宅投入營運，建議可透過檢視目前營運費用支

出(包含維運、能源、保安人事等支出)情形了解目前社宅營運

管理實際問題，協助市府進行維護管理費用撙節。 

2. 近兩年民間經濟情況受疫情影響嚴重，因此亦不贊同本次討論



之興隆 D1區、D2區社宅租金進行大幅度調漲；針對社宅租金

調整機制可研議針對弱勢戶/特殊情形身分戶之租金不納為租

金檢討調漲範圍內，其餘一般戶本次依房租指數漲幅 2.4%進

行微幅調整，於三年後調整時可能疫情趨緩、經濟已有恢復的

情況下續行調整。 

3. 全球建築管理已逐漸採用自動鎖(Auto Lock)或採取無人管理

之管理模式，建議市府可將相關概念帶入社宅營運管理，緩和

減少物管人員或警衛之設置使民眾逐漸適應，降低社宅管理成

本支出。 

(四)楊松齡委員: 

1. 疫情期間民眾經濟狀況受影響，需審慎考慮租金漲價幅度，建

議可採疫情期間提供一定折扣方式，雖檢討後租金有所調漲，

但在疫情期間提供民眾優惠共同度過難關。 

2. 另採調整管理費方式反應實際管理成本支出一事，因社宅多屬

新成屋，依管理強度確有管理費調漲空間，惟討論案 1之案場

為文山區的興隆 D1區、D2區社宅，該地區管理費單價大多為

90~100元/坪，與目前社宅 70元/坪之管理費計收金額差異小，

建議維持現行管理費租金。 

(五)陳亮全委員: 

1. 同意業務單位及其他委員所述，因疫情影響民眾經濟情況，且

社會住宅各案場承租人類型不同，例如興隆社宅內尚有安置安

康平宅原住戶，為避免造成過重負擔，租金漲幅不宜過高；而

僅針對收入較高族群調漲，領有補貼族群不調漲是否對社宅自

償有所幫助有待精算。 

2. 隨臺北市社宅戶數逐漸增加，未來能否透過達到規模經濟或透

過節省管理維護支出方式，使得未來社宅租金得以下降。惟依

目前疫情影響大環境經濟情況，本次重新招租或續約租金針對

部分較弱勢或領有分級補貼者租金不宜調漲為佳。 

(六)周麗華委員: 

興隆 D1、D2區社宅內大多為弱勢戶，且亦有安置安康平宅原住戶，

於近期疫情影響經濟收入之情況下民眾多期待租金可減免或優惠，

縱使方案係針對 40~50%分位點之民眾採小幅度調漲，仍可能導致

民眾對市府觀感不佳，爰建議疫情期間暫緩調漲租金。 

(七)蕭明康委員: 

1. 社宅屬社會福利之一環，社宅租金核心是「政府可負擔，民眾

可負擔」，惟弱勢民眾薪資非如政府負擔能力可透過市府預算



酌增使負擔能力改變。目前臺北市社宅數量少，但照顧範圍極

廣，年所得低於 50%分位點皆可申請，且需考量「自償性」及

「避免標籤化」現象，可能導致租金始終降不下來，也使得部

分弱勢群體可能無法獲得社宅居住資源。 

2. 社宅核心價值應為使弱勢民眾可負擔，爰社宅興辦思維需從

「自償性」轉為「救助性」為主，設立弱勢民眾可負擔基準，

使租金可真正考量弱勢族群負擔能力而非財務自償，或依周邊

地區租金行情漲租導致弱勢住戶無力負擔，降低社宅作為社會

安全網之功能。 

3. 降低社宅成本建議可從社宅稅賦減免、房地合一稅收、房屋稅

收提撥進行考量；又因社宅有租期限制，建議在同租期內不調

整租金，提供弱勢民眾短期穩定之居住環境。 

(八)陳金萬委員: 

雖目前臺灣疫情已有逐漸好轉之趨勢，惟目前大環境情況下仍對民

間自營業者產生極大影響，同意目前處於疫情影響的特殊時間點採

取逐次緩和調整租金方式進行。 

(九)黃一平副主任委員: 

1. 目前市府針對疫情期間受影響的社宅承租戶提供 5~7月、8~10

月兩階段的租金減免及緩繳機制。 

2. 社宅政策尚具公益及社福性質，屬社會福利與硬體設施之提供

相互結合。以目前大環境情勢，市府期望持續協助民眾共同度

過疫情時期，對於社宅租金調整均需考量社會環境情況，漲幅

應採緩漲方式逐步調整。 

3. 本次提會討論之興隆 D1區、D2區社宅租金調整綜合考量市府

政策及社宅弱勢承租戶之負擔兩者因素，以 40~50%分位點族

群為主要調整對象。 

(十)孫一信委員: 

1. 社宅已訂定續約租金檢討機制，爰依照相關機制進行租金檢討

尚屬合理。惟社宅採逐年依房租指數漲跌趨勢辦理，是否可能

導致民眾認為當市場行情上漲，社宅亦有越舊租金越貴之情勢，

市府團隊需謹慎處理。 

2. 另建議市府可考量社宅 6 年或 12 年後期滿後統一調整社宅租

金之方式，或針對續租戶租金與新入住戶之租金有不同租金定

價，並思考近年市場房屋租金不斷提升之情形下，是否即有調

整社宅租金必要性。 

(十一) 呂秉怡委員: 



1. 以長期而言社宅係屬於準社福部門政策，透過思考社政部門社

福政策(補貼、支持系統)及住宅部門共同之合作進行政策及機

制訂定，及中央社政部門(如衛福部)均應參與地方社宅政策之

執行。 

2. 市府興辦社宅的成績有目共睹，並建立自償率、可負擔租金及

續約租金調整機制，未來興辦營運達 2萬戶時確有考量永續經

營之必要，租金可由市府透過客觀條件情形適時滾動檢討修正，

故應有適度檢討調整之空間，讓民眾接受在適當情況下房屋之

管理費及租金都應有所檢討。 

3. 同樣支持張委員所述，物業管理成本支出亦為租金調整評估準

則之依，透過調整社宅管理費方式，反應真實管理成本支出，

惟社宅採租金調整或管理費調整之方式尊重市府之政策考量，

並建議以社宅 30 年至 50 年大水庫概念檢討社宅財務及自償

情形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4. 本次興隆 D1、D2 區社宅同意業務單位針對疫情影響期間所提

之租金微調折衝方案，針對 40%~50%分位點民眾租金進行調整，

戶數雖少但對此類民眾而言亦有宣示性影響。 

(十二) 林育如委員: 

1. 目前社宅係訂以房租指數漲跌趨勢進行租金檢討，提醒倘未將

折舊或相關因素考慮進租金訂定因素內，未來恐產生房屋屋齡

越高租金越貴之未符邏輯情事。 

2. 同意其他委員所提建議，社宅自償情形應以大水庫總體自償率

進行評估，個案自償情形不佳者透過都更分回等無自償之案件

扣除管理成本後之淨收益支應，使舊社宅回歸使用自償率公式

計算時不會因自償率過低，而導致租金調整幅度過高；且社宅

達 100%自償後即應與市場租金漲跌情形脫鉤，以維持 100%自

常為目標，當社宅戶數足夠，透過政府提供高品質且維持一定

租金水準之社宅，可能達影響市場租金的功效。 

(十三) 劉玫伶委員: 

社宅具有社福政策之意涵，社宅住戶已屬相對弱勢者，於疫情影響

期間大幅調漲租金對弱勢承租戶而言恐成負擔，亦使社會大眾對於

市府觀感產生影響。 

伍、討論事項 2-新招租案：南港區小彎社宅、大同區斯文里三期都更分回

戶招租規範 

一. 業務單位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二. 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李得全副主任委員(書面意見) 

針對討論案 2，目前屬新案租金訂定原則之社宅(如小彎社宅)雖以

自償率公式，並參考承租者所得狀況之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訂定租

金定價(如興隆 D1調整後租金約為市場行情 5.5折、租金小彎社宅

租金約為市場行情 6.2折及斯文里三期約為市場行情 5折，結果可

知似欠缺一致標準)；另社宅住戶實際支付租金如已於其可負擔範

圍內，則建議都發局可協同社會局檢討再予租金補貼之必要性(如

附表二)，併案納入 110 年 6月 9日市長室會議決議(因應住宅法修

法社宅租金調整方案)及 110 年 8 月 26 日市長室會議決議(社會住

宅永續經營議題)討論。 

(二)温琇玲委員: 

贊同都更分回案件採參考周邊社宅租金行情訂定租金單價。 

陸、臨時動議: 

一. 陳金萬委員: 

內湖區舊宗社宅基地曾位於平埔族里族社活動範圍，提醒社宅進行

興建前應妥善進行文化調查，避免因社宅興建計畫導致文化遺址或

人文地景消逝。 

二. 温琇玲委員: 

建議後續開會可對營運中的社宅每年營運花費提會討論，透過專家

學者建議了解支出問題、降低管理營運成本，以利精進社宅管理營

運規劃。 

柒、 會議結論: 

一. 討論案 1-重新招租/續約案：文山區興隆 D1、D2區社會住宅： 

依社宅續約制度並考量近期疫情對民眾經濟收入之影響，同意業務

單位所提，興隆 D1區社宅重新招租、興隆 D2區社宅續約租金單價

以 107~109 年房租指數漲幅 2.4%計算，倘所得收入屬 40~50%分位

點者租金以每坪 522元計收(管理費不調整)，第一階到第三階承租

人租金維持現行計收租金不調整，請業務單位依本次會議結論專案

核定租金。 

二. 討論案 2-新招租案：南港區小彎社宅、大同區斯文里三期都更分

回戶招租規範： 

南港區小彎社宅租金及大同區斯文里三期都更分回戶租金定價同

意依業務單位所提內容，小彎社宅採 874 元/坪、斯文里三期都更

分回戶採 787 元/坪訂定租金單價，請業務單位於本次會議通過後

專案核定。 

三. 臨時動議針對營運中社宅之管理營運情形，請都發局妥為評估後提



供參考。 

 

捌、散會-16時 10分 

  



附表一、 

 

 

附表二、 

1. 社宅租金訂定制度所核算之各社宅租金予市場行情差異甚大，似欠缺一致標

準。 

2. 不論以新舊兩種不同租金訂定制度所核算之社宅租金定價，均遠低於合理負

擔上限及市場行情(低於中央弱勢戶6.4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