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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Ｑ & Ａ 

【申請資格篇】 

 

０１、已經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金或學雜費減免，可否再申

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

格之學生，因學校未提供住宿、也未重複申請同性質租金補貼者，無論

是否請領助學金或學雜費減免，皆可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並請檢附

申請書、租賃契約影本及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 3 項必備文件，依學校規

定期程提出申請。 

 

０２、七年一貫制前三年、五專前三年學生，可以申請校外住宿補貼嗎？ 

Ａ：不可申請。 

 

０3、就讀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的學生，可以申請校外住宿補貼嗎？ 

Ａ：不可申請。 

 

０4、就讀大學附設之進修學院或專科進修學校的學生，可以申請校外住宿補

貼嗎？ 

Ａ：可以申請校外住宿補貼，惟請領最高年限應比照日間相同學制之修業年

限。 

 

０5、延長修業期間，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延長修業期間不可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０７、學生同時修讀二以上學位者（雙重學籍），可否於不同學校申請校外租

金補貼？ 

Ａ：不可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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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如因實習或修課因素，須至校本部、分校、分部所在地，或其相鄰縣市

租賃房屋，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只要確有實際居住的事實，且符合申請租金補貼之條件者，因學校未提

供住宿、也未重複申請同性質租金補貼者，檢附申請書、租賃契約影本

及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 3項必備文件，依學校規定期程提出申請。 

 

０９、如因實習或修課、獲得學海惜珠、學海築夢或學海飛颺等學習計畫因

素，須至海外地區租賃房屋，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校外住宿租金補貼範圍未包含海外地區，爰不可申請。 

 

１０、學生於學校、分校、分部或實習地點(或相鄰)縣市校外租賃住宅之租

金，例如，校本部在臺北市，但多數時間在宜蘭縣分校修課及租屋，可

否申請租金補貼呢? 

Ａ：學生確實因實習或修課因素，須至校本部鄰近縣市租屋者，可以申請，

但補貼額度以租賃所在區域補貼。 

 

１1、已經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所提供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可否再申請大

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申請學校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校自籌款」所提供之校外住宿租金補

貼者，仍可申請，但惟所請領之補貼金額，每月不可以超過學生校外租

賃住宅之租金。 

 

１３、已由學校提供校內免費住宿之低收入戶學生，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

貼，至校外住宿？ 

Ａ：請由學校提供校內免費住宿為原則。如個人因素至校外住宿者，不予補

助；但學校宿舍提供床位不足者，可以申請。 

 

１４、已取得政府其他住宅補貼、入住社會住宅資格或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

宅者，可否再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 不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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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學校以校地之一部分與廠商合建宿舍，約定該宿舍於一定期間內委由建

商代為管理（BOT），宿舍因地點在校內，該用地之主要用途別為教育設

施，可否申請校外租金補貼？ 

Ａ：BOT 宿舍學校雖已委由廠商代為管理，學生租賃住宅之租金並非給付給

學校，但學校委外管理契約如已明定該宿舍須以市價以下之租金租給學

生，或廠商須以收益之一定比例金額提供學校，用以改善學生住宿或學

習環境，則學生雖未實際領取補貼經費，但其效果應等同已領取補貼，

爰租賃委外管理宿舍之學生，不得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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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Ｑ & Ａ 

【申請文件篇】 

 

０１、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需要檢附什麼文件？ 

Ａ： 

一、 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必要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租賃契約影本 

(三) 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 

二、 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所載之主要用途別登記含有「住」、「住宅」、「農

舍」、「套房」、「公寓」或「宿舍」等字樣：僅須備妥前述必要文件。 

三、 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所載之主要用途別登記為其他各類別，除前述必要

文件外，請視以下用途別，額外檢附其他文件： 

(一) 主要用途為空白：須額外檢附房屋稅單。 

(二) 主要用途為「商業用」、「辦公室」、「一般事務所」、「工商服務業」、

「店舖」或「零售業」(登記字樣須完全相同)：須額外檢附以下 1

及 2 文件。 

1. 土地登記第二類謄本或土地分區使用證明(二擇一) 

2. 房屋稅單 

(三) 主要用途為「商業用或工作室」、「倉庫」、「停車場」、「服務業」、

「事務所」等字樣：須額外檢附以下 1、2文件。 

1. 土地登記第二類謄本或土地分區使用證明(二擇一) 

2. 建築主管機關核可作「住」、「住宅」、「農舍」、「套房」、「公寓」或

「宿舍」等用途使用之證明文件，或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之相關證

明文件。(二擇一) 

3. 房屋稅單 

(四) 不符合前述類型者：須額外檢附合法房屋證明或實施建築管理前已

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件。 

 

註：經學校反映，稅籍證明所載資訊不足，房屋稅單較適合佐證住家

稅率，因此原列有稅籍證明之文字皆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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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如何準備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所需的文件？ 

Ａ：必要文件有申請書、租賃契約影本及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等 3 項；如建

物登記第二類謄本所載之主要用途別登記沒有「住」、「住宅」、「農

舍」、「套房」、「公寓」或「宿舍」等字樣，請依 01 題說明供相關文件

佐證。 

必要文件注意事項如下： 

一、 申請書： 

(一) 至學校申請單位填寫申請書。 

(二) 詳閱切結書、確認聲明事項及簽名。 

二、 租賃契約影本： 

(一) 租賃契約必要登載之項目：需記載出租人姓名、出租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承租人、租賃住宅地址、租賃金額及租賃期限等資料。

出租人為代理人或代管公司，請多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 

(二) 租賃契約簽訂參考事項 

1. 承租人 

(1) 承租人須為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的學生本人。 

(2) 學生如未滿 20 歲，得由法定代理人作為承租人(須檢附戶籍謄

本)。 

(3) 多名學生共同承租同一住宅，若想符合申請資格且想申請校外住

宿租金補貼，申請人必須共同列於承租人，以資佐證；惟為避免

共同承租人之承租時間不同(部分人員提前結束合約影響契約效

力)，自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共同承租人請分別簽訂合約。 

2. 租賃契約簽約之雙方 

(1) 租賃契約須由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理人與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

所簽定。 

(2) 承租人不得向直系親屬關係承租住宅，該住宅所有權人也不能是

學生直系親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3) 出租人可以是房屋所有權人的代理人，但只有出租人就是房屋所

有權人時，才能享有公益出租人之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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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 

(一) 至各地政事務所臨櫃申請【建議優先使用此方式】：可跨區申請，無

需麻煩出租人，承租人使用門牌可查詢。 

(二) 線上申請： 

1. 請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辦理，網址：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2. 網路申請電子謄本手冊下載區，網址：

http://ep.land.nat.gov.tw/Home/EpaperManual1 

3. 需要申請中華電信帳號及購置點數，較適合常需要申請謄本之使用

者(帳號申請方式：中華電信之用戶無須額外申請，但須購置點數；

紙本申請帳號須填寫申請書、備妥相關文件，傳真至中華電信，並

電話確認，經瞭解申請時間約需 3-5 天) 

4. 使用問題與解答(網址：http://ep.land.nat.gov.tw/Home/QA)。 

5. 使用上若有任何問題，亦可洽中華電信客服中心 0800-080-212。 

(三) 超商多功能事務機申請：109 年 7 月 2 日經洽內政部地政司客服專

線，目前僅剩 7-11 多功能事務機仍提供申領全國 22 縣(市)建物及

土地第二類謄本之申請及領件列印服務，持自然人憑證即可申辦。 

1. 持學生本人之自然人憑證，並輸入建號(可在建物登記謄本找到)或

地號(可在土地登記謄本找到)及地段，可申領。 

2. 當同一建物或土地之所有權人不只一人，擬申請特定所有權人之資

料時，須輸入該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字號(未輸入，則會提供所有的所

有權人之資訊)。 

(四) 申請規費：每張 20 元。 

四、房屋稅單：房屋所有權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地方稅稽徵機關服務櫃台

辦理。如房屋所有權人委託他人代為申請，則除受委託人須攜帶身分證

件及印章外，另須攜帶房屋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印章及授權書。 

五、土地登記第二類謄本：申請方式與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相同。 

六、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可檢附相關文件(如申請書、地籍圖謄本正本、土

地登記謄本等資料)，至各地區公所、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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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築主管機關核可作「住」、「住宅」、「農舍」、「套房」、「公寓」或「宿

舍」等用途使用及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承租人向建

管單位申請核發「免變更使用執照的證明文件」。 

八、合法房屋證明：須請房屋所有權人佐附下列文件之一，向公所或縣市政

府申請： 

(一)建築執照。 

(二)建物登記證明。 

(三)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 

(四)載有該建築物資料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五)完納稅捐證明。 

(六)繳納自來水費或電費證明。 

(七)戶口遷入證明。 

(八)房屋課稅明細表。 

(九)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

地圖。 

九、實施建築管理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件：學校可發文給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０３、如果學生向包租代管公司或代理人租屋，並簽訂租賃契約，可以申請校

外住宿補貼嗎？申請書如何填寫？ 

Ａ：可以申請，但租賃契約及申請書都需註明包租代管公司(或代理人)名

稱、統一編號，以及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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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Ｑ & Ａ 

【學校審核篇】 

 

０１、租賃契約必要登載之項目？ 

Ａ：契約內應記載出租人與承租人的姓名、身分證字號、租賃住宅地址、租

賃金額及租賃期限等資料，若承租人是包租代管公司或代理人，需註明

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０２、學生簽訂租賃契約之注意事項： 

Ａ： 

一、承租人 

(一)承租人為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

學金補助資格之學生，因學校未提供住宿、也未重複申請同性質租金

補貼者。 

(二)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未滿 20 歲之學生如擬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

貼，仍須以承租人身分簽訂合約，並請於契約中加註法定代理人身分

證字號。 

(三)多名學生共同承租同一住宅，若想符合申請資格且想申請校外住宿租

金補貼，申請人必須共同列於承租人，以資佐證；惟為避免共同承租

人之承租時間不同(部分人員提前結束合約影響契約效力)，自 108 學

年度第 2學期起，共同承租人請分別簽訂合約。 

二、租賃契約簽約之雙方 

(一) 租賃契約須由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理人與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所簽

定。 

(二) 承租人不得向直系親屬關係承租住宅，該住宅所有權人也不能是學生

直系親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三) 出租人可以是房屋所有權人的代理人，但只有出租人就是房屋所有權

人時，才能享有公益出租人之租稅優惠。 

(四)出租人非房屋所有權人之代理人時，學生仍得持該租賃契約申請校外

住宿租金補貼，惟務請學生審慎評估是否承租未經房屋所有權人授權

之租賃行為，以避免日後衍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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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尚未與房東簽訂租賃契約，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不可申請。 

 

０４、學生申請的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所載地址，與租賃契約影本所載住宅地

址有些微落差，可以申請校外住宿補貼嗎？(例如契約載明租賃住宅為

中山南路 5 號 4 樓，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所載地址為中山南路 5號 4 樓

401 室) 

Ａ：若此差異係用於區分居住於同一住宅之其他承租人，仍可同意其申請。 

 

０５、學生依照租賃住宅的門牌去申請建物登記第二類謄本，卻取得不同門牌

的謄本，如何處理？ 

Ａ： 

一、請先向地政單位確認，學生租賃住宅門牌查詢結果是否確與建物登記第

二類謄本門牌相同(排除房東寫錯門牌、學生填錯門牌或地政印錯門

牌)。 

二、如確無門牌錯誤情形，可向戶政單位確認，該門牌是否有門牌整編問題

(戶政單位門牌登記方式可能與地政單位有所差異)。 

三、部分縣市已建置完整的 GIS 系統，可以門牌查詢建號，再與建物登記第

二類謄本所載建號進行比對，若比對一致即可。 

 

０６、如果學生租賃的住宅違反「都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非都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規定(如都市計畫的工業區或非都市土地的丁種

建築用地)，或屬於違法出租之建物(法規明定不得出租)、違反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之危險住宅(如室內裝修已妨礙或破壞防

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及主要構造等)，是否能申請校外租屋租金

補貼？ 

Ａ： 

一、 不可申請。 

二、 為維護自身安全，學生校外租賃住宅時，應主動關切與居住環境安全有

關事宜，例如避免承租違法出租或危險的住宅，以及注意承租住宅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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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室內裝修而有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及主要構造等

安全疑慮。 

三、 評估租賃住宅居住環境安全參考原則： 

(一)建築物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鎖具。 

(二)建築物內或週邊停車場所設有照明。 

(三)滅火器功能正常。 

(四)熱水器裝設符合安全要求(瓦斯型安裝於室外，安裝於室內有強制排

氣裝置)。 

(五)設有火警警報器或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六)保持逃生通道暢通，且出口標示清楚。 

(七)是否具有逃生通道。 

四、 學校並將不定期追蹤關懷輔導及訪視學生校外租屋狀況。 

五、 政府各類住宅補貼亦將進行勾稽比對。 

 

※補充： 

內政部營建署熱門問答：租金補貼之租賃住宅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資料來源：內政部營

建署網頁 https://www.moi.gov.tw/chi/chi_faq/faq_detail.aspx?n=10409) 

1.工業用地建物在都市計畫的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的丁種建築用地，興建用途為工業

用，但變相作為住宅使用，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等相關規定，故不

得申請租金補貼。 

2.申請租金補貼之租賃建物變更作住宅使用若不符合免辦理使用執照變更規定、都市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規定，或其消防安全事項及室內裝修不符合消防法及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違反相關規定者應依各相關罰則辦理。 

3.不得為違法出租者。 

 

０７、學生承租房屋所有權人自行於頂樓加蓋之房屋，可否申請校外住宿租金

補貼？ 

Ａ：頂樓加蓋因不符合消防法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爰不

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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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Ｑ & Ａ 

【租金補貼發放與溢領篇】 

 

０１、如何認定校外住宿租金補貼之縣市別？每學期補貼期間及每月補貼金額

為何？ 

Ａ： 

一、縣市別及每月補貼金額如下表，依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每人每月補貼

1,200 元至 1,800 元租金，以「月」為單位，當月份居住天數未達 1 個

月，以一個月計算；補貼期間，上學期為 8月至隔年 1月、下學期為 2

月至 7月，每學期以補助 6個月為原則。 

 

 

 

 

 

 

 

 

 

 

 

 

範例：如學生租賃契約起迄日期為 7月 15 日至 12 月 14 日，學期自 8 月 1 日

起算，故 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共計 4 個月，至 12 月起的補貼金額

計算方式如下： 

(一) 倘學生租約到期如不再租賃房屋，則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4 日，依「當

月份(租賃住宅的最後一個月)居住天數未達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規

定，視為 1 個月，爰租金補貼共計核予 5 個月。 

(二) 倘學生到期續租或另立他約，新租賃契約之起迄日期為 12 月 15 日至隔

年 6 月 30 日，則兩約併計，12 月 1日至隔年 1 月 31 日，共計為 2 個

月，爰核予 6 個月補貼金額。 

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 每人每月補貼金額 

臺北市 1,800 元 

新北市 1,600 元 

桃園市 1,600 元 

臺中市 1,500 元 

臺南市 1,350 元 

高雄市 1,450 元 

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彰化縣、

雲林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澎湖縣、基隆市、宜蘭縣、花蓮縣、

南投縣、臺東縣 

1,350 元 

金門縣、連江縣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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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能核予 6個月補貼原因及補貼額度： 

(一) 新生(含轉學生)自入學辦理註冊月份起算(如 9 月至隔年 1月)。 

(二) 應屆畢業學生核發至核准畢業之月份終止。 

(三) 未完成當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核發離校之

月份終止。 

 

０２、寒暑假期間是否補貼校外住宿租金？ 

Ａ：上學期為 8月至隔年 1月、下學期為 2月至 7 月，故寒暑假可以申請。 

 

０３、多名學生於校外同租一層住宅，每月平均租金如何計算？ 

Ａ：多名學生共同承租同一住宅，應依契約所載申請人應負擔之租金金額為

準。學生所負擔之租金，若共同平均分攤，則以該租賃住宅之每月租金

除以承租人人數。(例如：該層住宅每月租金 15,000 元，3 名學生共同

承租，則每人每月(平均)租金為 5,000 元)。 

 

０４、學校如何核定學生每月的校外住宿租金補貼額度？ 

Ａ：學校會依照租賃地所在縣市以及學生核定每月補助額度 

一、若學生校外住宿每月平均租金高於租金補貼額度，依補貼金額核給。 

例如：甲生於臺北市租屋，每月租金 4,000 元，依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

額補貼表，則核定每月補貼金額上限為 1,800 元。 

二、若每月平均租金低於租金補貼額度，依該生實際租賃租金額度核給。 

例如：乙生於臺中市租屋，每月租金 1,200 元，依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

額補貼表，雖為 1,500 元，但須核定每月補貼金額為 1,200 元/

月。 

 

０５、如果當學期所簽訂的租賃契約訖日(契約結束日期)未涵蓋當學期末最後

一天(上學期為 1月 31 日/下學期為 7 月 31 日)，是否還能領取 6 個月

的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學生應於簽約後 10 日內主動檢附新租賃契約予學校；如未主動提供新

租賃契約，致溢領校外住宿租金補貼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時，將由學校扣除溢領之租金補貼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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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學校如何發放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填寫校外住宿金租補貼申請書時，請提供個人入款帳號，以加速學校

匯發校外住宿租金補貼費用。如無法以匯款方式收取校外住宿租金補

貼，請由學校評估是否個案處理。 

 

０７、何時會領到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Ａ：經審核後符合校外住宿租金補貼補助資格者，學校最遲上學期於 12 月

15 日前/下學期於 5 月 15 日前，統一發放補助經費。 

 

０８、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格之學生(申請助學金，

且各類查調皆通過者)，如果在學校發放校外住宿租金補貼後發生學籍

異動的情形（如休學、轉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未完成當學期學

業，是否可以領取校外住宿補貼嗎？ 

Ａ：學生如未完成當學期學業，若其後重讀、復學、再行入學就讀而欲申請

校外住宿租金補貼，將扣除溢領之租金補貼。 

 

０９、申領校外住宿租金補貼的學生，是否有應盡的義務？如果溢領如何處

理? 

Ａ： 

一、學生如因租賃契約到期，需繼續租屋者，應於簽約後 10 日內主動檢附

新租賃契約予學校；如未主動提供，致溢領校外住宿租金補貼者，欲再

次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時，將由學校扣除溢領之租金補貼金額。 

二、學生如因租賃契約到期，不需繼續租屋者，應主動繳回溢領金額。 

三、學生若已查覺自己違反校外住宿租金補貼有關規定，涉及刑責者，移送

司法機關辦理。但因為休、退轉學等因素，導致當學期需中斷學業，卻

已領取補貼者，應主動繳回溢領之租金補貼。 

四、若學生無法再當學期將溢領金額繳回學校，後續如果重讀、復學，而想

再次申請租金補貼，學校將扣除之前溢領的租金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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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Ｑ & Ａ 

【其他篇】 

 

０１、申請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是否需要經過房東同意？ 

Ａ： 

一、依「住宅法」第 3 條規定，住宅所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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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符合公益出租人之條

件；另依該法第 15 條規定，住宅所有權人將住宅出租予依該法規定接

受主管機關租金補貼或其他機關辦理之各項租金補貼者，於住宅出租期

間所獲租金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每屋每月租金收入免稅額度不得超

過新臺幣一萬元，又免納綜合所得稅規定，實施年限為五年，其年限屆

期前半年，行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學生校外住宿租

金補貼措施，係與內政部營建署跨部會合作推動，以住宅法從寬認定方

式，鼓勵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給校外住宿學生，互惠

雙贏。 

二、此外，內政部 108 年 2 月 23 日公告之「住宅包租契約應約定及不得約

定事項」及「住宅轉租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已自 108

年 6 月 1日起實施，包租業與房東及房客簽訂租約內容，應符合新制規

定，若租約違反定期化契約規定，得依《消保法》處最高 30 萬元罰

鍰。 

三、考量學生申請校外住宿租金補貼，雖無需要出租人(房東)或租賃房屋所

有權人(屋主)同意的程序，惟學生所租賃的住宅，主要用途別如登記為

「住宅類」以外的類別，仍可能需要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協助提供相關佐

證文件，建議妥善與出租人(房東)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屋主)溝通為

宜。 

 

※參考網址： 

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89?mcid=3581 

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64abee92-0677-4a8a-

b54a-ee644e611a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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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若向提供租金補貼之機

關索取租金補貼租賃契約資料，租金補貼機關會提供嗎？ 

Ａ： 

一、依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及第 30 條規定，稅捐徵收期間為 5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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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租金補貼之機關不得拒絕提供租金補貼之租賃契約資料。 

二、為鼓勵住宅所有權人出租住宅予租金補貼戶，依住宅法第 3條第 3款規

定，公益出租人即住宅所有權人將住宅出租予符合租金補貼申請資格

者，享有以下稅賦優惠，以提高住宅所有權人提供住宅予經濟或社會弱

勢戶之意願： 

(一)房屋稅適用自用住宅稅率 1.2%。(不論符合租金補貼申請資格者是否

有接受租金補貼) 

(二)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享有每屋每月租金收入最高 1萬元之免稅優惠

(符合租金補貼申請資格者須接受租金補貼)。 

(三)地價稅則由地方政府評估狀況決定是否配合住宅法第 16 條適用自用

住宅用地稅率。 

三、公益出租人相關規定及直轄市、縣(市)政府聯絡窗口可至內政部不動產

資訊平台-住宅補貼-公益出租人專區查詢(網址

http://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 

 

０３、將房屋租給領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的愛

心房東，可否適用住宅法公益出租人的規定，享有稅賦的優惠？ 

Ａ： 

一、為鼓勵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給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格之學生，本計畫業與內政部營建署

協調，朝向從寬適用住宅法公益出租人的方向辦理。 

二、內政部營建署網站提供之公益出租人有關資訊(搜尋路徑：內政部營建

署網站 https://ppt.cc/f25iDx)。 

三、有關公益出租人相關問題，可洽內政部營建署及各住宅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詢問，或至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住宅補貼」之

「公益出租人」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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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目前除了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理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

貼，如果想申請其他機關相似的租屋補貼制度？學生本人是否可重負請

領? 

Ａ：不可重複申請同性質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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