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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優良公寓大廈出爐 郭紀子曝評選真相：大家快來參加 

行動不便、老宅不合住怎麼辦 5 個 QA 認識「長者換居」 

六都逾 30 年老宅「數量驚人」！專家籲危老都更重建不能拖 

這種名實不符的「公益出租」如何能成就居住正義？ 

新北代拆辦法修正案通過 海砂屋代拆免協調 

北市優良公寓大廈出爐 郭紀子曝評選真相：大家快來參加 

北市建管處處長劉美秀表示，

此活動是盼促成市民積極參與社區

事務，提升居住品質，希望明年度

市民們繼續踴躍參加。 

承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

事長郭紀子表示，雖然社區參與度

每年攀升，但由於台北市匯聚台灣

頂級豪宅，導致不少社區仍擔憂會

與豪宅競爭，事實上沒有這個問

題。 

他進一步解釋，所謂的頂級豪

宅，通常不會參與評選活動，因為

 

台北市 111 年優良公寓大廈評選出爐，共 32 個社區獲獎。（圖／台北市建管處提供）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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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特別注重隱私，但即使他們

參與了，一般民眾社區也不用擔

憂一定會輸，因為評選比的是

「住戶參與社區經營」，包括綠美

化、環境改善等，不是比誰的錢

多，希望大家明年能更踴躍參

加。 

此次頒獎結果，「鉑金苑社

區」、「靜心文匯社區」、「双湖匯

社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

期」及「翠亨村名廈」分別獲得

小型、中型、大型住宅社區、商

務型大樓與風華再現組冠軍，並

由「瑞光社會住宅」、「青年社會

住宅一期」並列社會住宅組優等

獎。 

評選出的各組第一名各可獲

得 5 萬元獎金及獎座一座，第二

名、第三名也可分別獲得獎金 3

萬元、2 萬元及獎座一座，優等

獎則可獲頒獎狀一幀，另為鼓勵

發展自身社區獨特的特色，特別

頒發主題特色獎，可獲頒獎狀一

幀及 5 仟元獎金。 

 

2022 年 10 月 28 日 

記者陳韋帆／三立新聞網 

bit.ly/3sRxODg 

 

 

延伸新聞： 

1. 《傳產》購屋指標之一 台北用心維護管理再加分 

2. 律師當主委、公設點交不馬虎 「双湖滙」奪北市優良社區第一 

 

行動不便、老宅不合住怎麼辦 5 個 QA 認識「長者換居」 

新北市和高雄市今年各公佈

1 例「長者換居」媒合成功案

例，推廣屋況不合住的長者「以

屋換屋」，承租有電梯或相對無障

礙的社會住宅居住，自宅也做為

社宅，再媒合出租給其它需求者。

台灣人口老化，長者或照顧者如何

申請「長者換居」，5 個 QA 帶您了

解。 

⚫ 誰可以申請以屋換屋？ 

申請人或家庭成員為 65歲以上長

者或下肢不便的身心障礙者，且在申

請縣市「僅持有 1 戶自有住宅」。換居

住宅需要坐落在同一縣市，並且由同

一業者辦理；承租住宅以有電梯，或

https://wantrich.chinatimes.com/news/20221028900747-420101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32924353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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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電梯的 1、2 樓為限。 

承租住宅後，申請人原持有

住宅轉作社會住宅，由市府委託

的社宅包租代管業者審查物件並

媒合轉租，原屋主可獲得租金收

益。 

⚫ 自宅要符合哪些條件？ 

申請人必須也是現宅的所有

權人，一門牌為一住宅，換居後

才能順利辦理出租，且不得以分

租雅房、套房等部分出租方式。

在出、承租方面，雙方不能互為

家庭成員。 

除了只能在申請縣市持有 1

戶住宅，房屋為屋齡達 15 年（各

地方政府規定不一）以上，位於

2 樓以上的無電梯合法建築物。 

⚫ 如何申請換居？ 

向政府或公會合作的包租代

管業者申請，備妥身分證、建物

等應備文件。建物主要用途標示

為住、住宅、農舍、套房、公寓

或宿舍字樣皆；其它用途也可申

請評估。 

 

要另外注意的是，位在台北市

的自宅，不得違反都市計畫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等相關規定；沒有建

物所有權的房屋，應提出合法房屋

證明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完成的建

築物文件。 

⚫ 長者換居有哪些福利？ 

有租金所得稅、房屋稅及地價

稅減免，公證費、修繕費補助，3年

業者專業管理免服務費；居家安全

相關保險費則是包租才有。 

⚫ 換居容易遇到的阻礙？ 

持有 2 戶以上的長者無法適

用。另外目前申請者不多，媒合成

功全國僅 2 例，長期提供社會住宅租

屋媒合服務的崔媽媽基金會指出，根

據過去服務案例統計，70 至 80 歲長

者有較高比例會擔心生活圈及人際網

絡改變，不易同意離開原居所，到了

身體失能、出不了門才接受換居，需

要子女或照顧者長期溝通、提早準

備。 

 

2022 年 10 月 27 日 

陳宥蓁 王介村／公視新聞網 

bit.ly/3Wmexr4 

 

 

六都逾 30 年老宅「數量驚人」！專家籲危老都更重建不能拖 

台灣歷經數十年的都市、產

業發展，全國超過 30年的老屋相

當多，急需要都更重建，保障民

眾住居安全，中華都市更新全國

總會（中華都更總會）積極建立

地主、實施者之間的互信機制，

並向都更主管單位提供可行性建

言，建構「產官學民」暢通的溝通

管道、並讓都更危老重建更順利推

動。29 日中華都更總會舉行第九屆

「都市更新高峰論壇 -都更新趨

勢」，邀請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

群、國家住都中心綜合業務部副主

任林啟賢、內政部營建署都更組簡

任技正林佑璘、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

理組高文婷、高雄市都更學會理事長

林資雄 ...等專家與會，進行專業論

壇、交流，探討台灣居住新未來，讓

都更危老重建持續推進。 目前全國屋

齡超過 30 年的老宅達 460 萬戶、占

比 5 成，其中六都老屋數量龐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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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30 年以上老屋 65 萬戶、占

7 成，新北市 77 萬戶、占比

46%，高雄市 58萬戶、占 5成，

台中市 45 萬戶占 4 成，台南市

37 萬戶占五成，其他各縣市也有

147 萬戶逾 30 年老屋、占比

55%，都清楚顯示國內老屋的數

量相當多。中華都更總會理智長

江宏志指出，該會成立至今已十

年，目前全台超過 30年的老屋相

當多，結構不佳、機能不足，老

屋量體相當大、需要花百年時間

才可能完成重建，台灣的地震又

較為頻繁，若發生強震，那對老

屋的損害及後果難以想像，因此

老舊房屋的重建刻不容緩，希望

藉由中華都更總會帶領產官學

界，攜手台灣迎接下個 10 年，更

推進都更危老重建的量能。 

2016 年《危老條例》公布，

2019 年《都更條例》完成修法，

使危險老屋可加速重建，花敬群

表示，近年國內都更危老重建量

能提升，至今年 9 月底，全國危

老重建受理案件達 3,200 件、核

准數破 2,500 件，且近年來都更

及危老案每年平均 700 案，比過

去大幅成長，期盼政府與民間持

續努力，再創危老都更高峰。 這

次「都市更新高峰論壇-都更新趨

勢」的主題包括都更審議效率的

提升、加入都更的關鍵-證券化、

都更整合機制的建立與展望、都

更整建維護對於老舊建物增設電

梯等四大題目，主講者分別是林

佑璘、林啟賢、林資雄及高文

 

 

中華都更總會「都市更新高峰論壇-都更新趨勢」主題包括都更審議效率的提升、加入都

更的關鍵-證券化、都更整合機制的建立與展望、都更整建維護對於老舊建物增設電梯，

期望提升推動都更效率。圖／好房網 News 記者林和謙／攝 

婷。中華都更總會期盼藉由專業論

壇、講座，充實民眾的都市更新資

訊並提供資詢服務，期望住戶能了

解自身應有合理權益，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主動關切生活環境、公

共利益，增進推動都更效率。 林佑

璘提到都更審議的流程、重點，以

及簡化法制作業程序的努力，更提

升都市更新的審議效率，並如何培

養與厚植都更專業人才，還有部分

縣市成立都更中心、都更處等單位

來提升地方都更成效。林啟賢分享

如何將都更案件與證券化架構互相

連結，使資產價值衍生多元金融樣

態，更進一步助於加速都更整合及

活絡金融市場。 林資雄針對都更整

合機制的建立部分，提及都更危老

整合專業人員的培養、訓練，以及

都更整合費用如何納入共同負擔

中，建議修正《都更條例》第 51

條，使各機制更趨於完備。另外在

都更整建維護、老屋增設電梯方面，

高文婷指出，高齡化社會來臨、很多

老人多住在無電梯公寓，相當不便，

未來工作重點將從寬函釋中央建管法

令，督促地方政府訂定相關配套措

施、簡化法令行政程序，提高老公寓

增設電梯的可行性，此外，也會持續

透過無障礙住宅改善補助、中央的都

更基金，鼓勵民眾增設升降梯、改善

生活環境。 江宏志表示，目前都更

整合面臨到的困難，包括民眾對整合

意願的困境主要是在公信力，還有籌

措重建經費融資、人力不足，要解決

這些困難，必須透過具公信力的組織

深入社區幫忙老屋健檢，以及重建融

資的支援，加上都更的觀念普及、教

育紮根，才更能讓都更危老重建推動

順利。 

2022 年 10 月 30 日 

記者林和謙/好房網 News 

bit.ly/3Ukpw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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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名實不符的「公益出租」如何能成就居住正義？ 

行政院 3 月拍板 7 月啟動的

「300 億擴大租金補貼專案」預

計延長至 10月截止受理，這對未

及申請補貼的房客來說無疑是個

好消息。租金補貼自 2007 年起

實施，每年兩次的受理申請機

會，是對於無自有住宅的家庭，

按地區、家庭成員人數、弱勢身

分等條件，提供每戶每月 2000

至 8000 元不等的租金補貼。 

相對符合資格的房客有租金

補貼，政府亦提供公益出租人稅

賦上的優惠，然而公益出租人制

度是否真具公益？或是造就另一

種居住不正義？ 

⚫ 隔間、頂加的物件，真能稱

作是「公益出租」嗎？ 

所謂公益出租人，按《住宅

法》是指「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

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

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

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者。」又住宅是指「供居

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

物。」而且建物用途只需有「住」

字樣、農舍、宿舍，或其他商業辦

公室等用途以住宅稅率課徵者皆符

合出租條件。 

簡而言之，絕大部分具有門牌

按住宅稅核課的所有權人或納稅義

務人，將房屋出租予具有租金補貼

申請資格的人，皆可謂公益出租

人。然而，這樣的規定對照《住宅

法》來說似乎已有點牽強，因為以

該法的立法意旨，本為「保障國民

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

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

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 

不僅如此，本次 300 億擴大補

貼專案更不以前述種種為出租要

件，僅需具房屋稅籍且依稅單或稅

捐證明所載，全部或部分按住家用

稅率課徵房屋稅即可，且不限一門

牌一契約。 

綜觀我國房市交易小家庭、小

坪數早已成為主流，各色各樣一加

一或套房物件充斥住宅市場，主打

投資自住兩相宜的優勢，另一方面

中古屋市場也不乏多間隔套、頂加

的物件，無非是高房價推升下的產

物。 

臺灣租屋黑市眾所皆知，主計總

處統計 2020 年全台普通住戶租用約

87 萬戶，以平均家戶人口 2.8 人計算

就有 240 萬租賃人口，然而他們究竟

住在什麼樣的環境格局中，多少人並

未居住在「具門牌的合法建築」，我們

幾乎無法從政府的統計數據窺見。 

⚫ 不只要補助，更要檢視租賃者居

住環境的品質 

聯合國 1991 年公布「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中提到「適足

住房權」（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是指任何人都有和平、安

全而有尊嚴地居住在某處的權利，其

核心價值在國家的義務，不僅僅是讓

每個人都有房子住就可以了，還必須

讓每個人都住得安心、自在。 

2017年國際審查委員會在台灣落

實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

見中，關切台灣住房與土地市場化及

其所致缺乏適足住房、炒作房地產等

結果，並且提出已觀察到台灣浮現

「財產權」凌駕於「適足住房與土地

權」的體制已然浮現。多年過去，當

節節攀升的房價與租金侵蝕掉合理的

居住空間，那麼房客僅能犧牲租處品

質謀求可負擔的租金。 

高雄城中城大火事件殷鑑不遠，

租屋族需要的不僅只是遮風避雨的地

方，補貼政策也不該僅是減少租客經

濟負擔，但是當政策沒有能力為租屋

族把關其承租的單元是否合適，反而

打開大門給予公益出租人的殊榮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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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無非是助長國人對違建容

忍、肯定加蓋分租、一屋多租等

有欠居住安全與品質的租賃。 

然而，政策卻還針對居住在

裡面的人給予補助，這真能達到

實質的居住協助，還是促成有如

香港地獄級炒房下的劏房悲歌？ 

臺北市自明年 1 月 1 日起，

頂樓違建修繕即列為報拆對象，

無疑給房產的價值大打折扣，但對

於居住正義與市容是一大推進。筆

者認為，提供無力購屋民眾一個安

穩居所，仍應以興建的過程全然合

乎土地及建築法規，居住單元（無

論是空間面積或附屬設備）符合一

般家戶的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住宅

為目標。 

於此之前，租金補貼就政府立

場不應偏廢單純核給金錢，如何藉由

租賃的力量改善住建物實際使用與用

途名目背離的謬誤、增強租賃市場的

公益價值，並回歸住宅的本質，也應

多加思量。 

2022 年 09 月 04 日 

文：希思洛/The News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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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代拆辦法修正案通過 海砂屋代拆免協調 

新北市政會議於 10 月 26 日

通過「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者申請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

物辦法」修正案，針對海砂屋及

耐震能力 ID 值小於 0.35 的危險

建物，免除公私協調程序，逕提

都更大會報告並準用建築法第 81

條程序強制拆除，再次加速危險

建物拆除腳步，展現市府處理危

險建物及解決公共安全的決心。 

都更處表示，此次配合都更

條例修法及新北市海砂自治條例

發布，滾動檢討代拆辦法，針對

海沙自治條例第 7 條規定之高氯

離子建物(經本府限期拆除之海砂

屋)及符合中央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

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

定辦法第 3 條規定(耐震能力 ID 值

小於 0.35)之建物，在完成都更程

序(即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後)，

尚有未同意戶，實施者可依規定提

出代拆申請，並得免除私調及公調

程序，市府將逕以建築法第 81 條

程序強制拆除，再度領先全國將都

更案強制拆除入法執行。 

都更處指出，市府迄今已執行

兩例（新店、板橋）代拆案件，尚

有 2 案已進入公辦協調程序，在程

序完備之下，將執行代為拆除。如有

立即危險也不排除強制停用及拆除，

市府針對公共安全沒有妥協，現在更

進一步加快處理速度，展現市府維護

民眾居住安全及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之

決心。 

此外，為加速都更，市府積極推

動都更三箭政策，並簡化程序，陸續

提出危老 123、都更 106 專案計畫、

都更建照先行審查等新措施，簡化程

序提升審議效率，累積至今，新北多

元都市更新核准已超過 750 案，是過

去 20 年的 4.1 倍，並為協助危險建築

物重建，於今年 9 月 1 日實施「新北

市加速推動都市危險建築物重建專案

計畫」(防災 2.0)，提供容積獎勵及補

貼等輔導社區儘速改建，此次修正待

拆辦法，更進一步將特別危險之建物

區隔，明確樣態及執行程序，加速危

險建物都更，提升居住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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