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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申請書 

每月租金補貼金額表（符合申請標準） 

單位：新臺幣 

租賃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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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8,000元 5,000元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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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新竹市 5,000元 4,000元 2,400元 

桃園市 5,000元 4,000元 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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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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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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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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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租金補貼金額加碼表 
金額加
碼對象 

初入社會青年   
(成年至 35歲
以下單身 

新婚家庭     
(申請日前 2年內

結婚者) 

育有未成年子女(胎兒)家庭 經濟弱勢 社會弱勢 

補貼金
額上限
所乘倍
數 

1.2倍  1.3倍  1人：1.4倍  
2人：1.6倍  
3人：1.8倍 
逾 3名者，每增生育 1名未成年子女，補
貼金額加碼倍數增加 0.2倍，依此類推 

1.4倍  
 

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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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租金補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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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及其他資格、補貼額度審查必要文件。 

二、 本人已詳閱「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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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實而違反補貼相關規定情事，願

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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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辦理。 

四、 本人瞭解租金補貼金額表及補貼金額加碼表(如本申請書內頁)。 

五、 本人瞭解並同意本補貼具隨時查核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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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應予停止補貼之情形時，主辦機關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租金補貼

，並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追繳本人溢領之租金補貼；涉虛偽或不實情事者，並追究相關刑事

責任： 

（一）家庭成員持有自有房屋。 

（二）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時有應補件之情形，未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

第十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或出租人死亡，未依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作業規定第十一點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辦理。 

（四）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未再租賃住宅。 

（五）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六）家庭成員重複接受二種以上住宅相關協助。 

（七）租賃契約之出租人、租賃房屋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權人不明之房屋

納稅義務人為承租人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八）受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教養機構，未經主辦機關依三百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第八點第二項規定變更受補貼者。 

（九）入住二十四小時住宿式機構。 

（十）出境滿二年未入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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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補貼應以實際居住之承租人為申請人。 

七、 本人如違反「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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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瞭解租金補貼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每年須重新申請，請注意下年度公告及申請時間，並同意

內政部營建署得將本人申請案資料於下年度帶入試算及申請。 

十、 如果租屋處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有其他租金補貼方案可申辦，本人同意內政部營建署將申

辦資料轉介至該地方政府相關單位辦理。 

《111年度受理期間：111年 7月 1日(五)至 111年 10月 31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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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補貼申請書  

租金補貼專區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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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請詳閱後再填寫資料 
1.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以家庭成員為審查依據【家庭成員範圍為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申

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申請人配偶之未成年子女(含胎兒)】。 

2.符合租金補貼金額加碼條件者，申請時詳實填寫資料，並檢附最新且有效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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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含胎兒):依戶籍資料為準，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胎兒，審查基準日前

一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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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戶籍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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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原住民: 依戶籍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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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3. 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申請標準如下： 

單位：新臺幣 

租賃住宅所在地 家庭成員之每人每月平均所得應低於以下金額 

臺北市 5萬 6,046元 

新北市 4萬 7,400元 

桃園市 4萬 5,843元 

臺中市 4萬 6,416元 

臺南市 4萬 2,690元 

高雄市 4萬 3,257元 

金門縣 

連江縣 
3萬 8,376元 

其餘縣市 4萬 2,690元 

註 1：所得指財稅機關提供之家庭成員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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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每人每月平均所得金額係以中央及直轄市社政主管機關於計畫年度公布之最低生活費3
倍計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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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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  

電  話  手機  

婚姻狀態 

□單身 (未婚、離婚或喪偶 ) 

□新婚 (申請日前二年內結婚，結婚日期      年     月     日 ) 

□已婚 (非新婚 ) 

審查結果或補件通知，可能寄送至戶籍地址、通訊地址或租屋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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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住宅
地址及相
關資訊  
(尚未租屋
者不得申
請) 

租賃契約之出租人、租賃房屋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權人不明之房屋納稅義務人不

得為承租人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地址 

(門牌) 

□同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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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地址無編釘門牌  

租賃契約

起訖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租屋 
型態 

□整戶 (層 ) □獨立套房 (1 房 1 廳 1 衛 ) 
□分租套房  □分租雅房  

每月租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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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之帳戶 

申請人銀行代碼:___________，申請人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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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因債務關係遭強制執行或其他因素，致金融帳戶無法使用，故核

定後本人同意每月租金補貼款項匯入指定人之金融帳戶，嗣後如有任何糾紛

概由本人自行負責，與貴署無關，特立此切結為憑。 

指定人帳戶名稱: ___________，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___________ 

指定人銀行代碼:___________，指定人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並再次檢查，以免匯款作業失敗。) 

放棄政府

其他住宅

協助，不得

重複接受

住宅補貼 

本人及家庭成員自願放棄原其他租金補貼、承租住宅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

款或第六款社會住宅。於本人檢附已放棄前開住宅協助相關證明文件前，不

得接受本專案計畫租金補貼。(「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租金補貼戶

或「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承租戶轉為本專案計畫租金補貼戶者，原享有

之租金補貼或補助將自接受本專案計畫租金補貼之日起停止核給。)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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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之家庭成員資料(家庭成員包括申請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申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申請人配偶之未成年子女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稱謂 

出生年

月日 

是否具備下列條件（可複選）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
戶 

65歲
以上 
（限
申請
人） 

身心
障礙
者 

原
住
民 

遊民 特殊境
遇家庭 

受家庭
暴力或
性侵害
之受害
者及其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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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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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懷孕或
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
未成年人
（限申請
人） 

  本人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數：____(無懷孕請填 0；雙胞胎以上請按胎兒數填寫) 

 

 

 

 

 

 

 

 

 

 

 

 

 

 

 

 

 

 

 

 

 

 



 

 

三、居住協助需求了解 

問題 勾選 項目 勾選 項目 

01.您租屋處是否有

重要附屬設備？

(可複選) 

 冷氣____台  熱水器 

 冰箱  瓦斯或天然氣 

 有線電視  網路 

 傢俱(床、衣櫃、桌、椅、沙發 3項以上) 

填寫說明 

提供之傢俱如有床、衣櫃、桌、椅、沙發其中 3項以上，「傢俱」選項應勾選。 

02.您租屋處是否有

管理員？(單選) 

 有  無 

填寫說明 

指該租賃案件之建物有無設管理員提供代收信件、包裹等居家生活相關服務 

03.您租屋處是否有

電梯(單選) 
 有  無 

04.租約是否包含停

車位(單選) 
 有，車位租金每月___元  無 

05.您現在租約是否

需負擔管理費? 

(單選) 

 無需負擔  需負擔，每月多少____元 

06.您得知租金補貼

訊息的管道是？

（可複選） 

 親友告知  廣播宣傳 

 政府公告  大眾運輸廣告 

 電視廣告  立法委員、議員、村里長告知 

 網路訊息  新聞報導 

 其他，請簡述：                         

07. 您租賃住宅與工

作地點位於相同

縣市嗎？（單選） 

 相同縣市  不同縣市 

 工作地點不一定  視有無取得租金補貼 

08. 若取得租金補

貼，會影響您的

租屋規劃嗎？

（單選） 

 會考慮租更適合的房子  會維持原有的租屋選項 

09.近 5 年到目前居

住的地方前，您

已經搬過幾次

家？（單選） 

 0次  2次 

 1次  3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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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您透過何種方式

尋找租賃住宅？

（可複選） 

 網路平台  廣告文宣 

 親友介紹  租屋服務業者(如房屋仲介) 

 其他，請簡述：                         

11.是否曾遭遇以下

各類租屋糾紛？

(可複選) 

 租金任意調漲  租金支出無法申報所得扣除 

 無故終止租約  申請相關補貼被刁難 

 修繕責任判定爭議  戶籍無法遷入 

 從未遭遇過租屋糾紛  其他，請簡述：            

12.所承租或欲承租

住宅是否應設有

電梯？（單選） 

 必須具備電梯  不一定要電梯，因不影響生活 

 完全不需要電梯   

13.您對租金補貼方

案的滿意程度為

何？(單選)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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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您是否願意加入

社會住宅包租代

管計畫？(單選) 

 
願意將聯絡資訊提供給政府委

託的業者。 
 會自行接洽租屋服務業者。 

 否，請簡述理由：                           

15.什麼原因會讓您

有意願參與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

(可複選) 

 節省尋找租屋時間  租金補助 

 專人協助處理糾紛  社會福利協助 

 免費服務  政府委託業者 

 其他，請簡述：                           

16.您對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方案的認

同程度為何？

（單選）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尚可  認同 

 非常認同   



 

 

 

 

 

「社會住宅」，就是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的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按住宅法提

供至少 40%以上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另有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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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居住縣市內有社

宅，您會去申請

嗎？（單選）？ 

 會  不會 

18.您考慮社宅的主

要考量原因為

何？（可複選） 

 離工作地點距離  政府的出租住宅 

 離親戚、朋友家距離  房租租金較市價便宜 

 租期（1 期原則 3 年）  
社區提供福利服務（如老人日間

照顧、兒童日間照顧等） 

 
社區內公共空間設施（如開放

空間、遊戲場、交誼廳等） 
 

離所需設施距離（如車站、學校、

市場、公園、醫院等） 

 其他，請簡述：                           

19.以您家戶條件評

估，需求的社宅

房間數為：（單

選） 

 1房  3房 

 
2房 

 

4房以上 

20.以您家戶條件評

估，需求的社宅

面積實坪數為：

（單選） 

 未滿 8坪  8坪以上，未滿 14坪 

 14坪以上，未滿 20坪  20坪以上，未滿 30坪 

 30坪以上，面積約：       坪 

21.以您家戶經濟能

力考量，能負擔

的合理月租金為

（新臺幣元）：

（單選） 

 未滿 4千元  4千以上，未滿 8千元 

 8千以上，未滿 1萬 2千元  1萬 2千以上，未滿 1萬 6千 

 1萬 6千元以上，未滿 2萬元  2萬元以上 

22.您認為合理的社

宅承租年限為：

（單選） 

 最多 3年  超過 3年，最多 6年 

 超過 6年，最多 9年  超過 9年，最多 12年 

 其他，請簡述：                           

23.以您個人或家戶

需求，社宅社區

內應有的附屬設

施項目為：（可複

選） 

 身心障礙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 

 餐飲服務  文康休閒活動、社區活動 

 商業活動（各類商店）  青年創業空間 

 幼兒園、托育服務（托嬰中心）  其他，請簡述：           

24.對社會住宅計畫

的認同程度為

何？（單選）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尚可  認同 

 非常認同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