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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多元居住協助政策-實現可負擔的共好生活(2019/05/24) 

壹、 政策願景 

  面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及城鄉差距擴大等環境變遷，本市住宅政策

因應住宅市場供需失衡、環境品質不佳及租屋市場不健全等課題，政策目

標不再只是針對高房價的市場問題，轉而著眼於提供可負擔的住宅及多元

居住協助，進而實現可負擔的共好生活。 

貳、 臺中市住宅政策總說明 

一、 「提供多元居住協助」、「健全住宅租屋機能」與「提昇居住環

境品質」政策目標： 

為落實健全住宅租屋、合宜居住環境品質、多元居住協助等中央政

策目標，呼應市長「活水經濟，競爭力提升」、「幸福宜居城」等政見，

臺中市採用多元居住協助政策，並訂定本市住宅政策三大目標：「提供多

元居住協助」、「健全住宅租屋機能」與「提昇居住環境品質」。 

  

 

  

  

 

二、 社會住宅需求量之釐清：是需求(demand)，不是需要(need)。 

從經濟學的觀念來看，「需要(need)」與「需求(demand)」是不同的。

「需要(need)」，在心理學家馬斯洛(Maslow)的需要理論中，係指「人類

心理上感覺某些事物缺乏的現象」，人類會有「生理、安全、社會、自尊、

自我實現」，其中，安全需要包含居住。值得注意的是，每個人都有居住

需要，當社會住宅需要量在沒有租金的前提下，龐大的需要量是永遠無

法滿足的；「需求(demand)」則是基於價格和購買力之因素，某個價格水

準消費者願意購買的產品數量，謂之需求量。若以社會住宅來看，社會

住宅需求量係指納入租金水準與承租者支付能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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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住宅需求量： 

以長遠規劃來看，社會住宅需求量，可參考國外採用等候名冊方式，

讓有承租社會住宅需要的人上網登記等候。短期而言，本市社會住宅需

求量推估有以下兩種： 

（一） 內政部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民國 100 年)：33,712 戶 

家庭(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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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 3,758 1,828 19,170 5,460 33,712 

（二） 臺中市 104 年度及中程(104-107 年)住宅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104 年) ：9,267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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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滿足社會住宅需求量：因地制宜，持續推動。 

根據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1 條規定，社會住宅租金及管理

維護費不得逾越市場租金水準，收費標準由社會住宅興辦人擬訂並報請

本府核定。前項市場租金水準應每三年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業者查

估後評定之。換言之，每個社會住宅之租金將視市場租金水準而有不同，

故無法推估本市社會住宅需求量。本市對於滿足社會住宅需求之方法，

係透過基地評估準則，持續進行更多社會住宅用地評估，找尋合適土地，

興建社會住宅續升供給量。在還沒興建社會住宅之地區，則輔以其他住

宅補貼措施（包含租金補貼、青年首次購屋利息補貼與包租代管等多元

居住協助方式），滿足市民的社會住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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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理住宅補貼，滿足弱勢戶安居需求 

配合中央辦理現有之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與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並由市府提供自籌款配合補助，每年

補助約 10,000 戶申請者，以協助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可負

擔之住宅。 

（二） 辦理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計畫 

青年在經濟基礎未固之前，有其適居之需求，故提供臺中市

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藉由給予房屋貸款利息補助，

減輕青年朋友居住負擔，以利提升其經濟能力，帶動本市競

爭力。 

（三） 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增加社會住宅供給存量 

1. 引進民間專業租賃服務業者辦理民間空餘屋的媒合與管理，

作為社會住宅多元供給之方式，並配合各項宣傳活動，增加

宣傳資訊的被接觸廣度，讓更多住宅所有權人得以認識包租

代管政策後加入。 

2. 督導管理業者執行成效，並明確計畫執行流程，使業者提供

優質管理服務，以提升媒合戶數，增加社會住宅供給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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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落實方案 

一、 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一） 提出分級協助：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與住宅補貼。 

依據本市家庭年所得百分比 50 分位點以下的族群，以不同所得

收入級距，將不同負擔能力的市民，提供其所需之協助，如 50%-20%

分位點屬可負擔租金族群以新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建物提供協

助，20%-0%分位點為生活困難之經濟弱勢族群，則以租金補貼方式協

助。 

 

 

 

 

 

 

 

 

（二） 持續推動前任社會住宅 1.0 版，升級為社會住宅 2.0 版：推動優質共

好社會住宅，提升住宅發展質量並進。 

1. 3C 共好聚落( Community、City、Country)： 

結合青創、社會福利、環保節能、樂齡學習等面向，提出 3C 

( Community、City、Country)共好聚落的概念，延伸共好計畫營造

美好生活的理念，凝聚小社區之間共創、共享、共生、共學的生活，

體驗成就共同生活的聚落。擴大市府照護及創新育成能量，發揚市

長社會福利及青秀台中之政見，打造適齡樂居健康幸福城。 

共創：育成培力、商業模式、創業就業。 

共享：社會福利、醫療資源、鄰里互助。 

共學：公共藝術、樂齡學習、種子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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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自然生態、循環經濟、生活場域。 

 

2. 跨局整合，佈局全市： 

整合各局處能量、土地、教育、社福照護等資源，以 3C 共好聚落

為基礎概念，規劃 13 處社會住宅，因地制宜分期分區推動不同共

好聚落定位主題，以社會住宅為安居照護、青年創(就)業服務基地，

社宅生活及建築空間將成為區域地標及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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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私協力興辦社會住宅 

(1) 透過開發回饋提供社會住宅： 

強化公私合作供應住宅，積極推動民間參與興辦（如都市更新、

容積增額獎勵或聯合開發等），例如目前推動中的南屯精科園區

勞工住宅回饋案，以多元管道增加社會住宅供給。 

(2) 推動捷運社宅： 

配合本市捷運建設推動，尋找捷運交通線末端的公有空地來興

蓋大樓，例如本市的捷運駐車廠站周邊土地，配合都市計畫變更

方式，整合廠站人員工作居住需求，興辦社會住宅。 

另以捷運站周邊 500 公尺步行範圍，尋找土地興辦社宅，或是

輔以社宅容積獎勵，鼓勵民間興辦，以大眾運輸導向開發模式結

合民間回饋興辦，創造公私協力雙贏。 

（三） 本市社會住宅興辦進度 

本市社會住宅的興辦期程分為二階段執行，第一階段於 111 年前

興辦完成約 5,000 戶，第二階段則視各區需求，滾動檢討續行推升戶

量。 

目前自建案件 14 處基地，再加上南屯區精密機械園區勞工住宅

社區及建功段社宅等 2 處容積獎勵分回案，目前總計興辦約 5,000 戶

社會住宅。其中豐原區安康段 1 期社宅已完工，107 年入住，大里區

光正段 1 期亦已完工，於今(108)年 5 月入住。其它案如太平育賢段 2

期及東區尚武段等案刻正施工中，另今年亦將辦理西屯區國安段等規

劃設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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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全住宅租屋機能 

（一） 鼓勵民間參與協作包租代管，強化公益出租服務： 

定期邀集租屋服務業者、非營利組織座談，並辦理培力課程協助

社會福利團體、非營利組織參與包租代管，整合社會福利團體及

租賃服務與管理上下游產業創新模式，並由業者針對經濟或社會

弱勢提供租賃協助，辦理租屋資訊、媒合服務、專業管理協助及

糾紛諮詢等相關服務，擴大包租代管物源與公益出租服務。 

（二） 誘導低度利用住宅釋出，增加租屋供給： 

本市空閒住宅情形顯著，106 年度本市低度使用（用電）住宅達

97,203 宅，位居六都第三名。配合包租代管政策提供公益出租人

房屋稅及地價稅優惠(非自用住宅房屋稅優惠稅率 1.5%->1.2%；地

價稅優惠稅率 10‰ ->2‰ ) ，提高屋主釋出意願，釋出低度使用

住宅做為租賃宅或轉作社會住宅使用。 

（三） 定期蒐集、調查及建置住宅資料庫，並適時發布住宅資訊： 

為引導租賃住宅健全發展，臺中市政府擬透過定期蒐集、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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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相關住宅資訊，提供承租或購置住宅資訊，促進資訊透明化。 

三、 提昇居住環境品質 

（一） 推動住宅社區環境評鑑： 

委由專業廠商建立諮詢櫃檯及諮詢專線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外，並

辦理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暨優良社區認證及觀摩，透過競賽與

獎勵方式，帶動社區居民關懷社區環境，藉以改善居住環境。 

（二） 輔導老舊住宅整建修繕： 

藉由補助老舊住宅整建或修繕，改善住宅硬體環境，提升居住環

境品質，逐步打造健康、安全及友善的居家環境。 

（三） 獎勵輔導住宅社區營造無障礙/通用設計居住環境： 

為提升住宅社區可近性，主動辦理住宅社區無障礙空間之營造及

改善、公寓大廈屋頂、外牆、建築物設備及雜項工作物之修繕及

美化，營造社區環境無礙化。 

（四） 推廣綠建築與智慧化住宅： 

以新建社會住宅與公有住宅為示範點，辦理綠建築與智慧住宅相

關法規宣導及建築文化創意活動，並透過社會住宅推動居住服務

智慧化(物業管理、節能、門禁管理等)等服務，加強推廣綠建築

與智慧化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