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營建署 
住宅需求動向調查表 

(租用住宅者調查) 

資料時期：105年7月21日至8月31日 
 

您好：本問卷調查對象為當年度住宅租金補貼申請者、且目前承租(或未來一年內欲承租)的房屋坐
落地區須在台灣六個直轄市(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及高雄市)範圍內。若您符合上述條件，
敬請協助填寫本份問卷，以利政府瞭解住宅需求情形及變動趨勢，供釐訂相關政策及服務措施之參
考。謝謝！請將填寫完成之問卷與租金補貼申請文件一併寄回或送交各直轄市承辦單位，感謝您的
支持與配合！若您對問卷內容有任何疑問，請電洽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聯絡電話：
(02)8258-2108 張宇丞先生。 

一、居住現況 

1.請問您目前是否正在租屋？  
 □(1)是(請跳答第 2-2題) □(2)否 

2-1.請問您目前居住狀況為何：(填答後請跳答第15-1題) 
 □(1)中繼住宅(政府或民間社福機構提供之緊急、短期安置住宅) □(2)無固定居所 
 □(3)配住(由政府或公民營企業服務單位配住之住宅) □(4)借住 □(5)其他______（請說明） 

2-2.請問您和同住家人目前住房所在縣市為：  
 □(1)臺北市 □(2)新北市 □(3)桃園市 □(4)臺中市 
 □(5)臺南市 □(6)高雄市 □(7)其他縣市__________（請說明並跳答第 15-1 題) 

2-3.請問您和同住家人目前住房所在「行政區」為：________________區 

2-4.請問您最近一次租屋的主要搜尋管道為：（可複選） 
 □(1)民間租屋網 □(2)房屋仲介業者 □(3)張貼或發送之廣告 
 □(4)親朋好友介紹 □(5)政府或民間社福機構之公告資訊 □(6)其他_________（請說明） 

3.請問您和同住家人目前租的房屋類型是： 
 □(1)五樓以下公寓（不含頂樓加蓋） □(2)電梯大樓（不含頂樓加蓋） □(3)透天厝/別墅 
 □(4)平房(含四合院、三合院) □(5)頂樓加蓋建築物 □(6)鐵皮屋、貨櫃屋 
 □(7)防空避難所 □(8)地下室增建之建築物 □(9)一樓空地增建建築物 
 □(10)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4.請問您和同住家人目前租屋之建物格局為：  (衛浴若僅有廁所或淋浴設施者以0.5套計) 
 □(1)整戶住家(____房____廳____衛) □(2)套房  
 □(3)雅房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5.請問您和同住家人目前租屋坪數（室內使用面積）為：________坪 

6.請問您是從民國       年       月開始租用目前之住宅，屋齡約       年 
7.請問您目前租的房屋有下列哪些設備或環境？（可複選） 
 □(1)有線電視 □(2)網際網路 □(3)冷氣空調  
 □(4)室內電話 □(5)電梯(含昇降設備) □(6)無障礙住家出入口 
 □(7)無障礙室內通路 □(8)無障礙浴室及廁所 □(9)其他(不含家具)__________（請說明） 

8.請問您目前租的房屋有下列哪些需要改善的項目？（可複選） 
 □(1)室內隔間 □(2)室內牆壁(例如:壁癌) □(3)地板或天花板 
 □(4)衛浴設備 □(5)廚房設備 □(6)消防設備 
 □(7)空調或通風設備 □(8)排水系統(例如:漏水) □(9)房屋隔音 
 □(10)採光日照 □(11)其他___________（請說明） □(12)不需要改善 

9.請問您目前租的房屋有無管理組織(指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選任管理負責人)？ 
 □(1)有 □(2)無 □(3)不知道 

10.請問您目前租的房屋每月租金(不含車位)___________元，押金__________元(免押金者請填入
0)，每月管理費總額___________元(無管理組織或不須繳交管理費者，請填入0) 

 

核定機關：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40400538 號 

實施日期：  民國105年7月21日至8月31日 

有效期間：  至民國 107 年 3 月底止 

1.依據統計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

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

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調查資料專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個別

資料絕對保密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 

據實填報。 

請 接 續 背 面 繼 續 填 寫 ， 謝 謝 ！ 



 

 

11-1.請問您是否有設戶籍於目前租的房屋？ 
 □(1)是(請跳答第 11-3題) □(2)否 
11-2.請問您沒有設戶籍於目前租的房屋的原因是？ 

 □(1)房東不同意 □(2)沒有需求 □(3)其他___________（請說明） 
11-3.請問您今年申報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時，有無列舉扣除房屋租金支出？ 
 □(1)有列舉 □(2)無列舉 □(3)所得未達申報標準 
12-1.請問房東是否同意您申報綜合所得稅房屋租金支出？ 
 □(1)同意 □(2)不同意(請跳答第 13題) □(3)沒有申報需求(請跳答第 13題) 
12-2.承12-1題，請問房東是否因為稅金增加而提高房屋租金？ 
 □(1)是 □(2)否 
13.請問您租用目前房屋的主要考量因素是？(請依序選出主要、次要、再次要） 
    主要：______;次要:______;再次要:______ 【請填入下面之代號】 
 (1)離工作地點比較近 (2)離學校比較近 (3)離家人或親戚朋友家近 
 (4)離醫院比較近 (5)商店多、飲食比較方便 (6)交通比較方便 
 (7)居住環境品質較佳 (8)有「無障礙設施」 (9)空間較大 

 (10)房租比較便宜 (11)能夠申請租金補貼   
 (12)只有這裡能租得到，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4-1.請問您最近一次搜尋出租住宅，曾經被房東拒絕過幾次？ 
 □(1)0次(請跳答第 15-1題) □(2)1～3次 □(3)4～6次 □(4)7～9次 □(5)10次以上 
14-2.承14-1題，請問您認為被房東拒絕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性別因素 □(2)年齡因素 □(3)身心障礙因素 
 □(4)外國籍或原住民族身分因素 □(5)家庭組成因素 □(6)容貌因素 
 □(7)居住習慣(例如養寵物、抽菸) □(8)職業因素 □(9)設戶籍因素 
 □(10)因我申請租金補貼或列舉申報所得稅 □(11)不清楚 □(12)其他________(請說明) 
14-3.請問您近5年內是否曾遭遇下列租屋情形或糾紛？（可複選） 
 □(1)房東提前解約、強迫搬離 □(2)房東任意調漲租金 □(3)房東不願修繕 
 □(4)房東不歸還押金或藉故扣押金 □(5)房東擅自進出住所 □(6)非法二房東糾紛 

 □(7)水電費計價及使用爭議 □(8)公共空間使用糾紛 □(9)與鄰居產生糾紛 
 □(10)房東在租約期間內賣屋，新屋主強迫您搬離 □(11)租金無法如期繳納 
 □(12)水電等費用無法如期繳納 □(13)住所內出入人員複雜 □(14)和房東生活習慣不同 
 □(15)租約到期前自願提前搬離 □(16)人為損壞房屋或傢俱 □(17)其他______(請說明) 

二、未來租屋需求情形 

15-1.請問您未來一年內是否有搜尋租屋居所的計畫？ 
 □(1)是 □(2)否(請跳答第 16-1題) 
15-2.請問您未來一年內欲承租房屋的所在縣市為？ 
 □(1)臺北市 □(2)新北市 □(3)桃園市 □(4)臺中市 □(5)臺南市 □(6)高雄市 
 □(7)其他縣市_________（請說明。若正在租屋請跳答第 16-1題、若現在沒有租屋請停止作答） 
15-3.請問您有需要搜尋新租屋居所的原因是？(請依序選出主要、次要、再次要） 
    主要：______;次要:______;再次要:______ 【請填入下面之代號】 
 (1)想改善屋況(含面積、建物構造、房廳衛格局) (2)想改善鄰里環境品質與生活機能 
 (3)想改善交通便利性 (4)有電梯、無障礙設施的需求 
 (5)租約問題 (6)租金考量 
 (7)其他                                                                           （請說明） 

15-4.請問您未來期望租賃房屋的建物格局為：  (衛浴若僅有廁所或淋浴設施者以0.5套計) 

 □(1)整戶住家(____房____廳____衛) □(2)套房  

 □(3)雅房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5-5.請問您對未來租賃房屋每月租金的可接受金額範圍是____________元至____________元 

15-6.請問您對未來租賃房屋期望的面積範圍（室內使用面積）是____________坪至____________坪 

 

請 接 續 下 一 頁 繼 續 填 寫 ， 謝 謝 ！ 



 

 

三、對居住協助措施需求情形 

16-1.請問您目前是否正在接受租金補貼？ 
 □(1)是 □(2)否 
16-2.請問租金補貼對您生活最主要幫助為何？（請單選） 
 □(1)可維持基本生活支出 □(2)增加子女、父母教(安)養經費 
 □(3)可改善住宅品質或居住環境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6-3.請問您希望政府提供哪些住宅居住服務措施？(請依順序選出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第三優先） 
    第一優先：______;第二優先:______;第三優先:______ 【請填入下面之代號】 
 (1)租金補貼 (2)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3)出售平價住宅 
 (4)出租住宅(例如臺北市公營住宅、新北市青年住宅、臺中市社會住宅等)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四、對住宅政策主觀看法 

17-1.請問您若欲承租政府所提供的出租住宅，每月能支付「最高」租金為？ 
 □(1)無法支付租金 □(2)未滿 5千元 □(3)5千元~未滿 8千元 
 □(4)8千元~未滿 1萬 2千元 □(5)1萬 2千元~未滿 1萬 6千元 □(6)1萬 6千元~未滿 2萬元 
 □(7)2萬元以上   
17-2.若您未來能夠承租社會住宅(指由政府或民間興辦，專供出租用之住宅)，您希望能租住幾年？ 
 □(1)1年 □(2)2年 □(3)3年 □(4)4年 
 □(5)5年 □(6)6年 □(7)7~12年 □(8)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17-3.社會住宅若與其他社區混合居住，請問您認為弱勢家庭占全體社區戶數之合理比例為何？ 
 □(1)0% □(2)1%~未滿 10%  □(3)10%~未滿 20% □(4)20%~未滿 30% 
 □(5)30%~未滿 40% □(6)40%~未滿 50% □(7)50%以上  

五、受訪者基本資料 

18-1.請問您的出生年月為：民國         年         月出生 
18-2.請問您的性別為：（請單選） 
 □(1)男 □(2)女 
18-3.請問您的最高教育程度為：（請單選） 
 □(1)小學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 
 □(4)大學（專） □(5)研究所及以上 □(6)未曾就學 
18-4.請問您目前從事什麼行業？（請單選） 
 □(1)農林漁牧 □(2)工業 □(3)商業 □(4)服務業 □(5)軍公教 
 □(6)學生 □(7)家庭管理 □(8)未就業 □(9)其他_________(請說明）  
18-5.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態為：（請單選） 
 □(1)未婚 □(2)有配偶或同居 □(3)離婚或分居 
 □(4)喪偶 □(5)配偶入獄、失蹤或行蹤不明 □(6)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18-6.請問您以及目前一起租屋居住的人數合計共：        人 
18-7.請問您目前的居住成員為：（請單選） 
 □(1)獨居 □(2)夫妻二人 □(3)與父母或子女同住 □(4)單親家庭 □(5)隔代家庭 
 □(6)三代同堂 □(7)兄弟姐妹 □(8)與朋友同住 □(9)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18-8.請問您或家庭成員中是否具有下列特殊情形或身分？（可複選） 
 □(1)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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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7)身心障礙者 □(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9)災民 □(10)原住民 
 □(11)遊民 □(12)以上皆無 
18-9.請問您和同住家人最近一年平均每月收入約多少？（請單選）（含政府各項補助款收入） 
 □(1)未滿 1萬元 □(2)1萬元~未滿 2萬元 □(3)2萬元~未滿 3萬元 
 □(4)3萬元~未滿 4萬元 □(5)4萬元~未滿 5萬元 □(6)5萬元~未滿 6萬元 
 □(7)6萬元~未滿 7萬元 □(8)7萬元~未滿 8萬元 □(9)8萬元~未滿 9萬元 
 □(10)9萬元~未滿 10萬元 □(11)10萬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接受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