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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

內政部令

台內營字第 1070809259 號

修正「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
附修正「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
部

長 葉俊榮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自有一戶住宅，指家庭成員僅持有一戶住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有一戶自有住宅：
一、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達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
二、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其個別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面
積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自有住宅：
一、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
二、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姊妹個
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
三、家庭成員僅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
本辦法所稱家庭成員，指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

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之戶籍外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但申
請人以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心障礙或無
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之條件申請者，指申請人及其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本辦法所定兄弟姊妹，應為單身。
本辦法所定戶籍或戶籍內，為同一戶號之戶內。
第 七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

附下列書件，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一、申請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全戶電子戶籍謄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夫妻
分戶者或戶籍內之直系親屬與其配偶分戶者，應同時檢具其配偶、戶籍內直
系親屬之配偶之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三、家庭成員具備下列條件之證明文件。不具備者，免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可經由相關主管機關查調並公告免予檢附該證明文件者，亦同：
(一) 低收入戶：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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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低收入戶：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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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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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數，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
內之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五) 申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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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政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
(六)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一年內之證
明，如保護令影本、判決書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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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八)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醫療院所或衛生
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九) 災民：受災一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十) 遊民：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十一) 重大傷病者：全民健康保險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 申請人為列冊獨居老人：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十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四、申請修繕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五、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者，應檢附該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
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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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除應檢附出入國
（境）紀錄等相關證明文件外，並應檢附外僑居留證（外籍人士）、依親居
留證或長期居留證（大陸地區人民）、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
境證（香港或澳門居民）。
八、申請修繕之住宅未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水準者，應檢附該住宅未具備衛浴設
備切結書及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住宅竣工圖；已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水準
者，免附。
九、申請修繕之住宅有結構安全疑慮者，應檢附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資料影本等相
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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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七款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居留證、
居留入出境證或出入國（境）相關資料，或出入國（境）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入境
者，視為無該家庭成員。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件寄送者，其申請日之認定以郵戳為憑。
第 九 條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申請修繕住宅補貼案件應即初審，對資料不全
者，應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將初審合格之申請案列冊後，函請財稅機關提供家庭
成員之家庭年所得、不動產持有狀況等資料，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財稅機關提供之資料辦理複審，對於複審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理期間屆滿二個月內完成全部審查作業；必要
時，得延長二個月。
二、申請修繕住宅補貼經審查合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年度辦理戶
數，於審查完成後一個月內依評點基準評定之點數高低，依順序及計畫辦理
戶數分別發給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核定函。
三、申請修繕住宅補貼者，因最低評分相同致超過當年度辦理戶數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就上開評分相同者，以公開或其他公平、公正之方式辦
理抽籤，並依抽籤結果發給中籤戶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或簡易修繕住
宅費用補貼核定函。
前項第一款限期補正之規定，於申請人以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之身分提出申請者，其應檢附之文件除切結書外，得於受理期間屆滿二個月內補正；
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
第一項資格審查及申請人年齡之計算，以申請日所具備之資格及提出之文件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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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五 條

受補貼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

止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其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溢領之補貼，由承貸金融
機構通知原核定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追繳之：
一、家庭成員擁有二戶以上住宅。
二、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三、家庭成員重複接受二種以上住宅補貼。
四、未依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按月繳付貸款本息超過六個月。
五、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不符第六條建築物主要用途登記之規定。
六、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移轉予配偶或直系親屬以外之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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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死亡，其家庭成員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變更，且取得核發證明。
八、未於撥款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送修繕前後之照片予承貸金融機構備查。
承貸金融機構依前項規定收取溢領之利息補貼，應返還予內政部。
第一項第四款情形經承貸金融機構轉入催收款項者，其逾期期間已撥付之補貼利
息應返還補貼機關；受補貼者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繳息，補貼機關自正常繳息起
恢復補貼。
受補貼者返還溢領之利息補貼予承貸金融機構，不計算利息；承貸金融機構將溢
領之利息補貼返還予補貼機關，亦同。
承貸金融機構得依受補貼者之經濟狀況以分期付款方式要求繳還。但溢領利息補
貼返還期限以六個月為限。
第 十六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視需要隨時或每年對受補

貼者之家庭成員擁有住宅狀況予以查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修繕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申請人本人、配偶、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予以
建檔，必要時並得於查核前請申請人依限檢附最新有關資料送查。
前項受查核對象有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停止補貼情事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其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溢
領之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通知原核定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追繳之。
第 十七 條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得依下列規定另檢附相關文件申請修繕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費用補貼：
一、因離婚訴訟致需與相對人分居，且修繕持有或共有之住宅者，檢附離婚訴訟
等相關文件，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二、因離婚訴訟或其他原因致需與相對人分居，且修繕持有或共有之住宅者，檢
附切結書或離婚訴訟等相關文件，申請簡易修繕費用補貼。
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對人與受害者為同一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費用
補貼申請案之家庭成員，且同時提出申請時，僅受理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受害者之申
請案件。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費用補貼者，其財產計算、
評點權重等相關事項，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得提出切結，不併入計算或審查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對人及其配偶或
直系親屬之年所得、財產、接受之政府住宅補貼及評點權重。
二、以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受害者之子女條件申請住宅補貼者，申請人應與受家
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同戶籍，始得以其家庭成員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
受害者及其子女之權重項目予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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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對人申請住宅補貼時，不得以其家庭成員為受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受害者或為其子女之權重項目予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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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評點基準表
項目

內容
第一級

權重

平均每月每人所得在一萬元以下

加五十

家 庭總所 得按 第二級
家 庭成員 人數
平均分配
第三級

平均每月每人所得在一萬五千元以下

加四十

平均每月每人所得在二萬一千元以下

加三十

第四級

平均每月每人所得在二萬七千元以下

加二十

家庭狀況

一、單位：新臺幣。
二、遭受家庭暴力或性
侵害並與相對人
分居者，相對人及
相對人之配偶或
直系親屬之年所
得、財產、接受之
政府住宅補貼及
評點權重得不併
入計算或審查。

中度身心障礙者

加九/人 同 一 人 同 時 具 有 身 心
障礙者及重大傷病之
加七/人 身分者，僅擇一較高分
加五/人 者加分。

輕度身心障礙者

加三/人

持有重大傷病證明者

加七/人

特殊境遇家庭

加十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加三

單親家庭

加三

極重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
重大傷病者

備註

重度身心障礙者

以特殊境遇家庭條件
加分者，不得再因受家
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
害者及其子女、單親家
庭等條件加分。

新婚家庭(結婚登記日應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加二
關提出申請日前二年內)
加二/人 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
申 請人生 育子 生育未成年子女二人以下
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
女數
生育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第三人起
加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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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者
可複選，每符合一項加
加三/項
災民
三分。
特殊條件
遊民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列冊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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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三
未 達基本 居住
須切結修繕項目包含
水準
未具備衛浴設備
加三
增設衛浴設備。
加五
有 結構安 全疑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危險度分數六十一分以上
慮之住宅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危險度分數三十一分至六十分 加三
五人以上
加三
家庭成員人數 三人或四人
加二
二人
加一
六十五歲以上
加三
申請人年齡
五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
加二
四十歲以上，未滿五十歲
加一
是 否曾接 受政 曾購置政府興建之政策性住宅、曾接受政府住宅補
減一
府住宅補貼
貼、正在接受政府租金補貼
三代同堂
加五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