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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從「居住履歷」談「社會住宅」
「設計(硬體)」與「社福(軟體)」

動機

❖社會住宅作業手冊

❖公寓大廈主任委員

❖台灣捷運工程、校園規劃與校風、社會住宅居住新文化



前言：動機與訴求

一．縣市政府、各公協會舉辦國際國內研討會，少談什麼？

政府如何教住戶居住，住戶如何學居住社會住宅

二．政府決策者、建築營造技術者，多關心什麼？

偏重「物(社宅)」的營建決策、輕忽「人(住戶)」的居住教養

三．住戶居住社宅期間，政府如何協助脫貧脫困遷出居住？

政策核心價值在實踐培力方案，協助租期內搬出遷居

四．住戶居住履歷中，社會住宅扮演橋的角色與功能

住戶遷入前中後，因學習而認同，養成集居典範新習性

政府的教、住戶的學



教學居住社會住宅論述

遷出前後居住中遷入前後

政
府
的
教

住
戶
的
學

◼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學習居住空間使用教養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

◼混居規範所得租期
◼社宅區位選址居住
◼認識房型空間設備
◼遷入家具儲藏空間

◼社宅社福政策
◼決策承辦程序
◼長期營運財務

◼提供租賃住宅市場資訊
◼住戶遷出入之整合計畫

◼居住履歷中的社會住宅
◼社宅扮演橋之角色與功能



一、遷入前之政府的教

❖社宅社福政策

❖決策承辦程序

❖長期營運財務



社宅社福政策：政府社會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協助潛在需求家戶，提供社會住宅、健全租屋市場

❖政策宣導：8年20萬戶社宅，考量社會共識(雜音)與執政輪替(一任)，宣
導政策的穩定性與持續性

潛在需求戶40萬戶

56,976戶
/年租金
補貼

健全租
屋市場

4,500 戶 /

年購屋利
息補貼

8年20萬
戶 社 會
住宅

收容
安置



社宅社福政策：社宅入住資格、租期與租金

❖申請入住資格，租期規範年限，租金採市場7至8折(含管理費)

❖政策宣導：申請遷入住戶對象條件，採混居模式(住戶與空間)。管理租期
採扣點制度(延長租期)。協助遷出住戶資訊，安置特殊弱勢住戶(另闢安置住宅)

青年
社宅



決策承辦程序：興辦社會住宅作業流程(以統包為例)

選址基地
取得用地

委託專案計畫
與

辦理建築設計

委託營造與
物業管理

入住物管服務

縣市長核定
報內政部備案
申請計畫
補助款

縣市長核定
報內政部備案
申請融資

興辦計畫
申報核備 建議制定

獎勵辦法
表揚

規劃設計
施工品質

與
營運物管
績效
社宅
案例

建議制定
獎勵辦法
資助
創意
績效
培力
執行
方案

❖政策宣導：指導縣市政府決策與承辦，擬妥適配新建社宅合宜條件



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社會住宅類

台北市政府
11,463戶

新北市政府
10,469戶

新建社會住宅提報(105-109年度預定興辦案件)



長期營運財務：社會住宅營運與財務計畫

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案例：總計4291戶(2017/6/28統計)

初期成本

營運成本

社會住宅30年期程「營運計畫」與「財務概估」？

❖政策宣導：兼顧冰山海面上「初期成本」與海面下「營運成本」，
重視社會住宅全生命週期總成本績效



長期營運財務：社會住宅營運與財務計畫

❖政策宣導：政府提案新建社會住宅申請計畫書內容，學習更能詳細
提列概估，建築物30年長期修繕計畫與年度經費編列要領



二、遷入前後之住戶的學

❖混居規範所得租期

❖社宅區位選址居住

❖認識房型空間設備

❖遷入家具儲藏空間



混居規範所得租期：混居政策與租期制度

❖混居政策中的弱勢戶與一般戶，年所得50分位點以下之低收入者
❖租期制度規範一般戶租期三年可延三年，弱勢戶租期六年可延六年



社宅區位選址居住：搬家就業就學
新北市社會住宅興建位置分布圖



社宅區位選址居住：搬家就業就學
台北市社會住宅興建位置分布圖



認識房型空間設備：空間規模與標準配備

標示住宅單元房型及家具標配圖以利招募租戶作業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宅



遷入家具儲藏空間：搬入家具與標配家具

主臥室、雙人室
設置標配固定式系統衣櫃（長150cm）

單人室
設置標配固定式系統衣櫃（長90cm）

儲藏室
住戶室內設置固定式系統儲藏櫃
（長90cm、寬60cm、高210cm）標
準配備。為滿足住戶多樣與額外儲
藏需求，社會住宅整棟公共空間內，
應規劃提供租用方式設計儲藏空間

社會住宅單元標準配備表



指導住戶、學習如何居住社會住宅

遷入入住前

◼召開入住辦
理手續

◼搬遷家具入
住注意事項

◼解說社宅周
邊公共服務
與生活設施

◼其他

居住中

◼整合培力資源
與執行培力計
畫

◼推展社區總體
營造

◼解說生規約

◼其他

遷出退租前

◼引介民間包租
代管資訊

◼引介房屋仲介
公司

◼其他

政府、遷入住戶
教與學

居住社會住宅



三、居住中之政府的教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

❖適配即可智慧化設備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整棟住宅

三篇八章
第一篇政策與規劃
第一章政策內涵

第二章興辦事業計畫

第三章輔助作業

第四章招標作業

第二篇設計與營建
第五章設計管理

第六章營建管理

第三篇營運與物管
第七章營運管理

第八章物業管理

第二篇設計與營建
第五章 設計管理
5-2     整棟住宅

5-2-1 整棟住宅高低層用途

5-2-2 整棟住宅公共空間種
類

5-2-3 門廳

5-2-4 停車場

5-2-5 垃圾暫貯空間

5-2-6 儲藏室

5-2-7 陽臺及屋頂層

5-2-8 公共空間維護管理
❖政策宣導：營建署定期辦理「社會住宅規劃設計、興建與營運管理
」作業要點，聚焦於從營運管理觀點重新檢視調適規劃設計方案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門廳空間

出租
辦公室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郵件包裹設備

❖ 問題：社宅住戶郵件及包裹，郵政人員遞交保全物管人員，分置入
信箱，已形成職業糾紛問題

❖ 政策宣導：社宅各棟建築入口門廳的無人服務，將會是常態化。配
合門廳空間的智慧化，信箱區的配置位置與空間設計是一項問題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智慧郵箱

民國105年7月5日
開始布建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物管櫃台與服務

無人服務智慧化門廳
社會住宅(當前)採用民間傳統保全櫃檯模式，

服務住戶日常生活與設施維護。
考量未來台灣物業管理服務業大趨勢，
必被要求降低過於高額的物業管理費，
設置保全服務櫃檯模式會轉型或取消。
主門廳外廳或內廳空間規劃設計方法，
建議未雨綢繆導入智慧化設備與系統，
須依管理方式設計空間與配套設施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地下室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

政策宣導：地下室或大公空間，規劃適量出租住戶儲藏空間
，考量住戶頻繁遷出入，留下大量家具設備必設置儲藏室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同層排水設備與構造

規劃與設計
❖構造：如何藉由社宅的公共建
設契機，國內營建業界推廣預
鑄組裝工法，整體衛浴、同樓
層排水設備系統....等新工法、
新材料？

政策與決策
❖構造：修改建築物排水設備設
計技術規範，決策社宅需採用
同層排水新工法。營建政策須
前瞻，容易推展模組化、組裝
式整體衛浴新材料與新設備

同層給排水設備系統
×× ◎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模矩化、組裝式整體衛浴

無浴缸型

政策宣導：推展社會住宅公共建設，兼顧提升台灣營建產業與生機。
考量施工品質、技工人力不足，應採整體衛浴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高層外牆優質塗料

規劃與設計
❖材料：如何規範社宅高層建築
部位之外牆飾面材料，誘導儘
量少用石材、磁磚，改採優質
耐用塗料，結合耐用年限的整
維更新與經費編列？

政策與決策
❖材料：規範社宅建築低層部外
牆飾面材料，許可使用石材與
磁磚，高層部位需採優質耐用
物牆塗料，但須配合塗料耐用
年限，經費編列定期更新維護



四、居住中之住戶的學

❖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學習居住空間使用教養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



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公寓大廈住屋糾紛案件
一、管理費、基金收取爭議

二、汽、機車停車位的使用管理

三、大樓申請報備問題

四、共同牆壁、樓地板及頂樓滲漏水（
房屋漏水問題）

五、房屋修繕問題，如費用分攤及拒絕
進入修繕爭議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議
爭議，如所有人會議、管委員權限
、召集程序及表決權計算方式

七、管委會與建商爭議，如公設移交、
超賣停車位及提列基金、財務糾紛
等問題

八、違章及ˋ佔用、佔有問題

九、其他

社會住宅住戶糾紛問題
一、租金(含管理費)定期繳納與催繳

爭議問題

二、腳踏車、機車、汽車停車位
使用管理問題

三、大公或住戶設備故障申請叫
修維護問題

四、共同牆壁、樓地板及頂樓，
房屋滲漏水(漏水問題)

五、共同牆壁、樓地板及頂樓房
屋噪音(噪音問題)

六、樓下傳樓上的異味問題

七、大公喧嘩影響住戶安寧問題

八、其他



社會住宅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一、物業服務項目
二、入住、退住需知
三、住戶生活公約
四、各項管理要點

1. 門禁及門禁磁卡管制要點
2. 地下室停車場管理要點
3. 電梯使用管理要點
4. 公佈欄使用管理要點
5. 垃圾處理管理要點
6. 錄影監視系統管理要點
7. 消防、電力、電信設施管理要點
8. 交誼廳使用要點
9. 其他

附錄一：房屋租賃契約內容
附錄二：停車位租賃契約內容

住戶的學習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善用培力資源參予學習

專業
培職

生活
技能

心靈
工坊

培力
5大構面 健康

促進

生活
減壓

❖政策宣導：回顧高雄大學運健休學系，體適能中心「教學」與「培
力」。社宅並非僅提供居住，居住期間協助提升脫貧脫困住房能力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

❖家電維修工坊(邀請業師或社區住戶是維修達人，
擔任社宅家電維修工坊講師，教學電器維修、幫
忙維修或諮詢地契使用方式)

❖愛心早餐店(於社宅空間開設早餐店或便利商店等
店家，可以雇用社宅弱勢族群，或商鋪實習，輔
導社宅弱勢族群能擁有一技之長)

❖學習居住社會住宅(社會住宅有限空間的房型，如
何規劃生活家具與道具，如何收納與住藏，需有
人教導、而且應該學)

❖等等。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培力資源

❖政策宣導：社會住宅居住空間與生活智慧，善用台灣生活規劃術協
會資源，導入培力執行方案

hi.house99@gmail.com

社會住宅「居家」培力方案
引薦：曾玉慧理事長
課程：指導遷入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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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居住空間使用教養：客廳、廚房
客廳施作前 • 客廳施作後

廚房施作前 廚房施作後



學習居住空間使用教養：臥房
施作前

• 施作後



專業培職

❖專業培職：學習專業之知識、訓練

❖學習各國語言(新住民擔任國際語言大使，教學社
區住戶或鄰里居民之他國母語，讓社區住戶了解
新住民國家文化，培養第二代外語能力，降低新
住民的標籤化)

❖課後輔導功課(協助社會住宅住戶國中小學生的課
業表現與學習意願，絕對是協助提升脫困的良方
，善用社會住宅大公空間，圖書室或交誼廳，邀
請志工教師或優秀大學生擔任家教)

❖等等。



五、遷出前後之政府的教

❖提供租賃住宅市場資訊

❖住戶遷出入之整合計畫



提供租賃住宅市場資訊：引介遷出房屋仲介

❖租賃商機：107年6月正式施行的租賃專法，帶動租屋市場新風潮

❖政策宣導：協助社會住宅租期屆滿遷出住戶，無縫接軌覓得新居



住戶遷出入之整合課題：搬家與寧靜安居

❖社會住宅住戶有租期，社宅呈現頻繁遷入遷出現
象，建築設計與管理辦法，有關嗎？

❖社會住宅難道即如一般旅館，隨時招募遷入住戶
，或住戶可隨時提前搬遷出，可以嗎？

❖社會住宅年度住戶遷入遷出時間，可否部分整合
，如同大學學生宿舍只限定幾時段，可行嗎？

❖社會住宅頻繁搬家、整修或維護工程，對於租期
內住戶，是生活上一項困擾，是干擾嗎？

❖考量避免住戶因搬家與整維工程，干擾租期內住
戶的寧靜安居，政府營建決策，需那些作為？

政策宣導：政府虛心學習民間新建與營運旅館、飯店建築經驗與智慧



六、遷出前後之住戶的學

❖居住履歷中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扮演橋之角色與功能



❖社會住宅扮演「橋」的角色與功能，讓人渡過橋，不宜久站橋上
❖出租居住且獲得培力機會，社會住宅這一站，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

社會住宅扮演橋之角色與功能

遷入前後 居住中 遷出前後



居住履歷中的社會住宅

結語

【認同住宅政策中的社會住宅功能】

❖認同租期租金、生活管理公約與執行辦法

❖認同物業管理能提升社會住宅生活品質

❖認同混居與社造、獲益培力，協助脫貧、脫困

❖認同推廣社宅兼顧提升營建產業發展新思維

❖認同公共建築物，建立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

❖認同教與學，如何居住出租型社會住宅之軟實力

住戶之學

政府之教



演講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