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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係依據「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自建自購住宅貸

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等

相關法規辦理，請確實詳閱相關規定及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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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109 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書 

住宅補貼專區 

 
收件編號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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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同意審查單位查調全戶戶籍、家庭年所得、財產等財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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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申請書內勾選之項目並提出之相關證明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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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瞭解本補貼具有定期查核機制，經核定接受補貼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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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規定中應予停止補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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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虛偽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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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租賃住宅，且未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

辦法第20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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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契約之出租人與承租人為家庭成員、承租人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親屬

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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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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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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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本人瞭解依住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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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若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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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於取得本租金補

貼資格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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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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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第一次受理期間：109 年 8 月 4 日(二)至 109 年 8 月 31 日(一)》 

《109 年度第二次受理期間：110 年 1 月 18 日(一)至 110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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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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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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1)低收入戶：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2)中低收入戶：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3) 特殊境遇家庭：當年度各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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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符合加分條件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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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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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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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號或門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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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十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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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標準（中央訂定）如下： 

         單位：新臺幣 

家庭成員所得及財產均應低於下列金額 
租賃住宅 

所在地 
每人每月平均所得 每人動產限額 家庭不動產限額 

備註 

臺灣省 3 萬 970 元 22 萬 5,000 元 530 萬元  

新北市 3 萬 8,750 元 24 萬元 543 萬元  

臺北市 4 萬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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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元 22 萬 5,000 元 530 萬元  

高雄市 3 萬 2,748 元 22 萬 5,000 元 532 萬元  

金門縣 

連江縣 
2 萬 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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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2.動產中之存款本金係以財稅資料顯示之家庭成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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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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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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權重 
政府 

評分 
備註 

生育未成年子女二人以下 加五/人
 

申請人生育子

女數 
生育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第三人起 加十/人

 

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

胎兒，視為未成年子

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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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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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複選，每符合一項

加三分。 

特殊條件 

原住民 加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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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基本居住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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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以上 加十五   

三人或四人 加十   家庭成員人數 

二人 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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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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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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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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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紅色欄申請人免填) 

政府審核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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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供上開文件者，應提供建號或門牌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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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或符合基本居住水準之證明文件或切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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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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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居住協助需求了解 

問題 勾選 項目 勾選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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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您是如何知道租

金補貼？(可複

選) 

 ○9 其他，請簡述：                         

 ○1 是，相同縣市  ○2 不是，不同縣市 
02. 您租賃住宅與工

作地點位於相同

縣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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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會考慮租更適合的房子  ○2 不會，維持原有的租屋選項 

 ○1 0 次  ○2 1 次 04.到目前居住的地

方前，您已經搬

過幾次家？  ○3 2 次  ○4 3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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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您透過何種管道

尋找租賃住宅？

(可複選)  ○5 其他，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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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是否曾遭遇以下

各類租屋糾紛？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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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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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您是否願意加入

社會住宅包租代

管計畫？  ○3 否，請簡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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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何原因會讓您有

意願參與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可

複選) 

 ○7 其他，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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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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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  ○2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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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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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您考慮（或不）

承租社宅的主要

考量原因為何？

（請圈選 3項） 

 ○9 其他，請簡述：                           

 ○1 1 房  ○2 2 房 11.您期望居住的社

宅房間數為：  ○3 3 房  ○4 4 房以上 

 ○1 未滿 8坪  ○2 8 至 13 坪 

 ○3 14 至 19 坪  ○4 20 至 29 坪 

12.您期望居住的社

宅面積實坪數為 

：  ○5 30 坪以上，面積約：       坪 

 ○1 未滿 4千元  ○2 4 千以上，未滿 8千元 

 ○3 8 千以上，未滿 1萬 2千元  ○4 1萬 2千以上，未滿1萬 6千元

13.在您所期望居住

之社宅規格，您

認為合理月租金

為：  ○5 1 萬 6 千元以上，未滿 2萬元  ○6 2 萬元以上 

 ○1 每坪小於 50 元  ○2 每坪 51 至 60 元 

 ○3 每坪 61 至 70 元  ○4 每坪 71 至 80 元 

14.若住在社宅內，

您認為合理每坪

管理費為：  ○5 每坪 81 元以上，大約：       元 

 ○1 3 年  ○2 6 年 

 ○3 9 年  ○4 12 年 
15.您認為合理的社

宅承租年限為： 
 ○5 其他，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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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您認為社宅社區

內應有的附屬設

施項目為：（請圈

選 3 項）  ○7 幼兒園、托育服務（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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