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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住宅特殊身分保障戶分配機制 
公民論壇會議資料 

一、 緣起 

為提升弱勢居住照顧資源，健全租貸市場達成居住正義，本府

積極興辦大量公共住宅，以「4 年 2 萬戶、8 年 5 萬戶」為目標，並

考量低收入戶、獨居老人、身障者、單親家庭等社會弱勢在民間租貸

市場面臨到的不友善及歧視問題，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規劃本市 30%

公共住宅作為特殊身分保障使用，其中 10%為低收入戶保障比例，20%

則以老人、身障者等不易於社區中租房之身分弱勢族群為主。 

有關上開公共住宅特殊身分弱勢之排序機制，備受相關住宅、

社福團體及社會大眾矚目及重視，秉持「開放政府」及「公民參與」

原則，本案將以公民審議方式辦理，業於 105年 4 月邀請相關專家學

者、社福團體辦理 1 場大型預備會議，105年 5月將辦理 2場公民論

壇，並同步透過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收集公民意見及

訴求，未來將針對上開不同意見管道進行歸納，併入後續 2場政策共

識會議研商討論。 

本案期待從集體參與的力量形塑出適合本市之公共住宅特殊

身分保障戶之入住方案，滿足本市弱勢居住需求，並使本市弱勢居住

福利資源更臻完善。 

二、 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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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籌備工作小組 

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籌組工作小組，成員來自各福利業務科

室推派具社會研究方法專才、熟稔新科技運用、對公民審議、

弱勢居住議題有興趣之人選。小組成員於任務期間需配合密集

出席工作會議，負責工作有住宅政策網絡名單籌組、相關會議

辦理及共識方案彙整。 

（二） 召開預備會議 

 

1、 成員組成 

(1.) 為重視不同意見差異，網羅不同公民團體共同參與，

故預備會議成員係透過滾雪球方式請相關局處、業務

科室推薦團體，再請受薦團體再推薦其他團體，形成

龐大的住宅政策網絡名單。  

(2.) 本次成員名單業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 年 3 月 1 日

至 3 月 20 日以滾雪球方式進行蒐集，共計 61 個接觸

名單，扣除團體重覆調查 10 名、意見未填者 7名及無

意願參與者 7名，共邀請 37 名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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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3.) 該組合廣納不同福利團體專家，以反應不同福利人口

居住需要，並藉由凝聚多年實務經驗居住領域工作者

之共識，提出具可行性且貼近福利人口群需求主張之

政策規劃，並作為後續公民論壇之討論基底。 

2、 任務 

(1.) 預備會議成員來自不同政策意見、議題側重之產官學

組織及 NGO 團體，主要任務為本案重要議題爭點之釐

清及界定，並作為未來政策共識會議的主要成員，協

助分配機制之政策研擬。 

(2.) 有關預備會議紀錄及調查意見業已上網公開，網址為：

http://ppt.cc/f2Mid。另附上 QR CODE 連結： 

 

（三） 公民論壇及 Join網路政策平台-虛實整合 

本案重要議題爭點經預備會議初步界定後，將進入實質審議

階段，除辦理 2 場公民論壇廣泛蒐集意見，並同步以 Join 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進行資料開放、公民檢視及意見蒐集，以

虛實整合方式達成開放政府及公民審議。 

1、 公民論壇 

公民論壇部份每場預計 30-50 人，同步透過網路及電話報

名，若超額再進行隨機抽選。有關公民論壇之意見資料亦

http://ppt.cc/f2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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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網公開，並同步進行意見歸納，以納入後續政策共識

會議提出討論。 

2、 Join 網路政策平台(網址 https://join.gov.tw/) 

本案相關議題爭點及初步入住原則經預備會議界定後，將

透過市長臉書、臺北市政府 LINE 群組、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官方網站進行傳播，以連結 Join 公共政策網路開放平

台，供大眾檢視本案議題資料並開放線上提問，為期約

30 天，期間由本案工作小組定期回復，後續將網路意見

資料納入後續政策共識會議提出討論。 

（四） 政策共識會議： 

本案透過公民論壇及 Join政策參與平台，雖可蒐集多元民眾

意見，惟為利將發散之建議落實為具體可操作、可執行及具

可行性之政策方案，故將再召開 2 場共識會議，除由原預備

會議成員召開，並開放納入公民論壇成員加入，以透過產官

學者、NGO 及公民之集體智慧，廣納並收斂不同社會意見，修

正並完善本府公共住宅特殊保障戶入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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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市居住需求現況 

（一） 本市一般民眾租屋需求 

依 105 年本市民政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本市設籍人口數為

約 270.03 萬人，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

查統計本市外縣市就學及就業人口合計約 79.5萬人，合計日

間人口約 3 百餘萬人，均為本市有居住需求的對象。而其中

本市租屋比例為 18%，依本市 105 年第 1 季戶籍登記戶數約

104.4萬戶推算，約 18萬餘戶家庭有租屋需求。 

（二） 本市弱勢居住族群需求 

依據本市社會福利系統、「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

需求評估調查綜合報告」、「本市 103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及行政院原民會「103 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調查，

本市特殊身分族群居住需求詳如下表：  

福利族群 
本市戶

數 
人數 無自有住宅戶數＊

 

65 歲以上老人 156,836
1
 406,339 

13,460
2
(扣掉低收、中低

收、老人及身障機構) 

身心障礙者 - 54,890
3
 

7,269(人)
4
 扣掉低收、中

低收及老人身分) 

低收入戶 20,403 46,783 18,4765 

中低收入戶 5,383 14,022 4,2146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 60 66 60
7
 

                                                      
1
本市老人戶數以全市戶數(1,043,489)*老人人口比例(15.03%)推估。 

2
依 103 年臺北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無自有房屋(含配偶及子女)之長者為 14.7%乘以

本市老人戶數(156,836戶)-低收及中低收無自有住宅老人戶數(2,191戶+265戶)-老人入

住老福及身障機構入住人數(5,688戶+1,451戶)。 
3
社福系統篩選 

4
依 10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綜合報告，無自有住宅佔 13.38%推估

身障人口(領有本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人數扣除 65歲以上及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及住機構人數)，計有 7,269人【(54,890 人-506人-54

人)X13.38%=7,269】。 
5
無自有住宅統計數字為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總戶數扣除自有住宅者（為自述資料）。

 

6
無自有住宅統計數字為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總戶數扣除自有住宅者（為自述資料）。 

7
依本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經濟扶助人數、本局委辦弱勢少年自立生活追蹤輔導暨資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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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族群 
本市戶

數 
人數 無自有住宅戶數＊

 

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  

遊民 - 80 80
8
 

災民 - - - 

特殊境遇家庭 1,876 4,803 1,438
9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

害者及其子女 
9 22 9

10
 

原住民家戶 8,156 16,000 3,818
11

 

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 - - -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

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者 

 3,938
12

 298
13

 

總計 - - 49,122 戶(人)
14

 

另查內政部統計處 100 年「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指出本

市 6類經濟或社會弱勢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者家庭、中低收入老人家庭、單親家庭、家中育有未成年子

女 3 名以上家庭、年滿 18-25 歲離開寄養家庭或教養機構之

青少年)進行調查，無自有住宅戶數推估高達 36,583 戶，其

中有社會住宅承租需求之家戶約 31,114 戶。 

（三） 本市弱勢族群居住問題盤點 

都會區蝸居於社會邊緣的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

低收入戶等，因為大眾刻版印象而飽受租屋市場的歧視，遭

受拒租、租期未滿被趕走者經常見之，甚至連看屋的機會都

                                                                                                                                             
置方案服務人數及本市安置機構預估即將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人數。 
8
設籍本市遊民約 200人，依社工科查調資料顯示約 80人有社會住宅需求。 

9
自社福系統篩選特殊境遇家庭之申請人及其戶內子女名下均無不動產者 

10
此數據係依本市家防中心服務個案經驗評估可能會有需求者，家暴受害者或其家庭可能

同時具有低收或中低收入或其他福利身分別，於其他人口已有估計，故不重複列計。 
11
依 103年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資料數據原住民無自有住宅率 46.81%。 

12
依衛生局清查資料統計。 

13
依衛生局清查資料統計。 

14
 各項人口依目前資料數據，需求量可能有重覆計算情形，未完全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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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只能被迫接受品質窳劣的頂樓加蓋、地下室等簡陋住

宅。縱然市府提供租金補貼，仍無法完全協助弱勢於租屋市

場解決居住問題，包括找不到合適的居所者，如老人、肢體

障礙者需要完善無障礙空間；遭歧視排擠者如精障、智障等，

以下就弱勢群族經常面臨之 4 大居住問題進行盤點說明： 

問題 說明 對策 

私有租屋

常缺乏無

障礙設施 

一般市場上租金便宜的住宅環

境通常不具備無障礙設施、空

間亦相當不足，對失能、行動

不便的長者及身障者而言，居

住環境的活動範圍、安全性嚴

重不足，甚至影響其基本生活

起居及逃生避難安全。 

1、本府社會局委託伊甸基金會協助

弱勢長者居家安全簡易修繕及設置

生活輔具（如扶手、止滑墊），改

善其在宅生活環境更為安全及便利

。 

2、本府公共住宅皆為通用設計並設

有無障礙房型，符合弱勢族群之承

租需求。 

社會歧視

及排擠 

低收入戶、獨居老人、身障者、

單親家庭等社會弱勢相較一般

青年往往在民間租貸市場面臨

許多的不友善及歧視。實務上

，許多房東因汙名印象不願承

租給獨居老人、身障者，甚至

連看屋的機會都婉拒。 

1、本府社會局積極建置社區居住服

務及身障團體家庭，幫助弱勢族群

融入社區，打破社會藩籬。 

2、本府公共住宅以混居為目標，非

大規模集中設置，消除融合周圍社

區消除標籤化問題。 

經濟弱勢

難以負擔

市場租金 

依 102內政部營建署報告指出

家戶住宅支出不宜超過家戶所

得的 30%，對本市經濟弱勢而

言(1至 5 人)，可負擔之租金

支出約為 4,300-15,200元區

間，即使房價最低之文山區、

南港區，普遍租金行情仍約 1

坪 700元，亦遠超出經濟弱勢

所能負擔範圍。  

1、本府社會局及都發局分別提供有

身障租金補貼及低收入戶租金補貼

，緩解經濟弱勢之租屋壓力。 

2、未來公共住宅以較市場低廉之租

金，輔以本府社會局低收入戶之租

金補助，提升弱勢家戶之可承租能

力。 

租貸市場

地下化/承

租弱勢戶

的制度誘

因不足 

因為相關的減稅誘因不足，致

使多數房東拒決房客設戶籍、

申請租金補貼、不辦租約公證

的投機行為，形成對經濟弱勢

獲取相關居住資源之市場環境

限制。 

配合中央稅賦制度改革，透過所得

稅、地價稅及房屋稅等相關稅制，

強化房東成為公益承租人之制度誘

因，改善弱勢家戶在民間承租市場

之市場限制，及增加承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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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住宅政策背景說明 

（一） 本府公共住宅發展現況 

臺北市目前公共住宅總共有約 6,543戶(含出租國宅 3,614戶、

公共住宅1,116戶、平價住宅1,448戶及中繼國宅365戶等)，

約占目前臺北市住宅存量的 0.68%，且目前本國公共住宅的比

例亦只有 0.08%，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甚

至是鄰近的亞洲國家、日本、韓國、香港等均高於 5%甚至到

30%，顯見臺北市公共住宅存量偏低，未來 4年本府將大力主

導興辦「公共住宅」，刻正以多元方式增加公共住宅存量，包

括盤點市有及國有閒置及低度利用之土地，以管理機關變更、

專案讓售、無償取得或有償取得，後續並透過都市計畫變更

調整為合適分區並提高容積率，以增進本市公共住宅存量，

讓市民皆可安居於臺北，以早日跨出邁向居住正義的第一步。

未來 4年兩萬戶興建基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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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住宅政策目標 

有關本府公共住宅共有 4大目標，分述如下： 

1. 落實居住正義 

居住是一項人權，更必須讓市民居得所安。高房價時代讓

許多市民買不起房子，但作為一個首都的政府，我們應給

予承諾與支持，致力協助市民滿足居住需求，並提供民眾

住宅多樣化的選擇機會，讓市民在臺北市住得起、住得好、

住得有尊嚴。創造公共住宅新模式。 

2. 挹注城市活力 

臺灣未來人口將更朝向北北基桃都會區集中，首都圈地區

成員須共同面對人口分布、產業規劃及交通運輸等跨域議

題，市府應致力於讓年青族群與家庭回流首都圈居住，解

決居住問題讓青年家戶得以在臺北市安身立命，讓臺北市

的發展保有活力。 

3. 帶動經濟發展 

市府藉由推動公共住宅等建設擴大公共投資，短期內可提

振景氣，帶動經濟發展，中長期則可帶動營建、智慧科技

及生活產業發展與升級，產生 3~4倍龐大的經濟及社會效

益。 

4. 創新生活型態 

臺北市的公共住宅將融合多元的社區成員，包含創業者、

上班族、大學生、兒童、老人、弱勢族群等，形塑新的社

會關係，並因應高齡少子化社會的來臨，建立居家照護、

在宅老化的全新居住生活型態。 

（三） 多元入住管道 

依目前規劃未來公共住宅採多元混居方式，入住管道主要區

分為三：70%為一般家戶；20%為身分弱勢家戶(住宅法第 4 條

法定之 11類特殊身分者，如老人、身障者、特境家庭、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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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10%則為經濟弱勢(限低收入戶)。另上開不同管道

之相關入住規定，皆植基於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進行擬定，

以下簡要說明基本居住資訊(如租金、租期等)： 

 

1. 承租資格條件: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4 條規定，承

租本市公共住宅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年滿 20 歲之國民。 

(2.) 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設有戶籍，或在本市就學、

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3.) 家庭成員均無位於本市、新北市、基隆市或桃園市之

自有住宅者。 

(4.) 家庭成員均無承租本市國民住宅、公營住宅、社會住

宅，或借住平價住宅。 

(5.) 家庭年所得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百分之 50

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105 年為 147 萬)，且所得總

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平均每人每月不超過本市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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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標準(105 年度為 15,162元)之 3.5 倍者。 

(6.) 家庭成員之不動產應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中

低收入戶家庭財 產之不動產金額。但原住民保留地及

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不予採計。 

(7.) 無本市社會出租辦法第14條第2項所定不得申請承租

本府興辦之社會住宅之情事(即逾期未簽約之情形)。 

2. 租期: 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5 條租期規定，承租

本市公共住宅者租期為 3年，屆滿時若仍符合承租資格可

續租 3年，即一般戶最多承租 6年。另具備特殊身分者如

30%特殊身分保障戶，則可再延續 1 次，至多 12 年。 

3. 租金: 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2 條租金規定，公共

住宅租金係委託 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另依

目前執行實務，70%一般家戶係以 85 折市價折定，另低收

入戶方面僅收取 4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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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爭點議題 

本案歷經多次討論，初步擬定 2 個主要核心議題：「特殊身分保障

戶如何分類」及「如何分配」，說明如下： 

（一） 爭點一：20%的分配比例將提供給住宅法保障的特殊族群，

這些族群需要哪些細分？ 

1. 依住宅法第 4條規定，社會住宅應提供保障比例給特殊族

群（含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

上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65 歲以上之老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

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原住民、災民、遊民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者）這些特殊族群還可以再細分，舉老人

為例，老人有獨居老人、輕中重度失能老人、不同年齡之

老人；身障者也有不同障別。 

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前以參酌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之特殊身

分及內政部營建署租金評點表，並考量長期居住之需求可

能，及弱勢身分之多重及複雜性，並經本府原民會、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各福利科室之修正意見，及 105 年 4 月 11

日公民審議預備會議討論結果進行修正，提出臺北市公共

住宅特殊身分保障戶分類細項表(草案)，如後附件。 

  

http://beta.join.gov.tw/openup/attachments/a63d615d-1570-4db2-bd69-5be62aa5029f
http://beta.join.gov.tw/openup/attachments/a63d615d-1570-4db2-bd69-5be62aa50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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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麼是「合理」或「公平」的分配方式（評點制 VS 加籤制

VS比例制）？ 

分配機制牽涉到誰能優先入住？所以合理或公平，且被社會

大眾接受的分配原則是重要的，可能有 3 種方法: 

1. 評點制 

是針對不同特殊族群給予不同分數，讓多重弱勢身分者獲

得較高分數，得優先入住，強調「弱勢優先」價值。 

 

2. 加籤制 

(1.) 這是以抽籤方式進行，具備特定身分者則可額外獲得

加籤，如本府捷運公共宅(聯開宅)針對住宅法第 4 條

規定之特殊身分及青年族群(20 歲-45 歲)之加籤做

法。 

受理申請對象類別 基本籤數 加籤數  總籤數 

設籍本市且符合住宅法第 4條規範之具

特殊情形及身分者 
1 +1 2 

20-45歲青年族群 

設籍本市青年 1 +1 2 

非設籍本市但在本

市就學、就業者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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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這個方式給予具備特定身分者額外籤數，使被抽

選入住的機率較高，並在隨機抽選下，較可達成不同

弱勢狀況之混居。 

 

3. 比例制 

比例制針對特定福利人口(如租不起房子的低收入戶)，或

歷史文化弱勢族群(如原住民)給予特定比例之公共住宅

保障戶數，使其在資源機會不平等下，能優先獲得資源及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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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北市公共住宅特殊身分保障戶分類細項表(草案) 

 說明： 

1. 本府公共住宅特殊保障戶居住資源有限，爰以照顧弱勢家庭為
優先，以按其弱勢條件，評定其入住之優先順序，擬透過身分
評點機制，將有限之居住資源給予真正有需要之申請者。 

2. 有關本府公共住宅特殊戶評點項目，係參酌住宅法第 4 條規定
之特殊身分及內政部營建署租金評點表，並考量長期居住之需
求可能，及弱勢身分之多重及複雜，故本加權分數表為複選設
計，如承租者或共同居住人若具備智能障礙者及中度身心障礙
者身分，則應同時選填計分。 

3. 本案並經彙整本府原民會、本局各福利科室及 105 年 4月 11
日公民論壇預備會議意見修正而成。 

福利類別 身分細項 權重 

老人 

本市列冊之 75歲以上/原住民 65歲以上獨居老人 10 

本市列冊之 65歲-74歲/原住民 55歲-64歲獨居老人 7 

85歲以上/原住民 75歲以上老人 7 

75歲-84歲/原住民 65-74歲以上老人 5 

65歲-74歲/原住民 55-64歲以上老人 3 

有其他家庭成員照顧之重度失能 65歲以上老人 10 

有其他家庭成員照顧之中度失能 65歲以上老人 7 

有其他家庭成員照顧之輕度失能 65歲以上老人 3 

身心 

障礙者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極重度身心障礙者/1人 10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重度身心障礙者/1人 7 

http://beta.join.gov.tw/openup/attachments/a63d615d-1570-4db2-bd69-5be62aa5029f


16 
 

福利類別 身分細項 權重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中度身心障礙者/1人 5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輕度身心障礙者/1人 3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肢體障礙者/1人 5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自閉症者/1人 5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智能障礙者/1人 5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精神障礙者/1人 5 

申請人為獨居之中/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 10 

申請人為有家人陪同之中/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 5 

申請人為有家人陪同之輕度身心障礙者 3 

育有未成年

子女 

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上 5 

育有 2名未滿 6歲子女 5 

特殊境遇家
庭 

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
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
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7 

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
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5 

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
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5 

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3 

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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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類別 身分細項 權重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
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
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3 

特殊狀況 

受 家 庭 暴
力 

基本權重 3 
領有緊急保護令者 3 
領有暫時保護令者 2 
領有通常保護令者 2.5 
扶養並實際照顧 6歲以下子女/1名 1 
扶養並實際照顧 6歲以上 18歲以下子女/1名 0.5 
曾為或現為本府監護者，且經評估有自立生活
或已自立生活者 3 

性 侵 害 之
受 害 者 及
其子女 

基本權重 3 
曾為或現為本府監護者，且經評估有自立生活
或已自立生活者 3 

曾為或現為本府監護者，且育有未成年子女 4 
性侵害之加害人為受害人之直系尊親屬，而由
非加害之直系尊親屬單獨負擔扶養照顧及安全
計畫者 

3 

單親家庭（限申請人） 3 

申請人或共同居住者有重大傷病證明者/1 人 3 

災民 3 

遊民(設籍本市，且經身分輔導之配套措施 ) 3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者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