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問與答
一、 什麼是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答：為協助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住戶加速重建，減低其重建所須資金貸款負
擔，針對僅持有 1 戶住宅之家庭，該住宅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計畫範圍內，且
家庭年所得低於住宅所在直轄市、縣（市）2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
得，提供「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人
須先向政府提出申請，經政府審查核定後，自行向金融機構貸款，由
政府補貼貸款前 3 年部分利息，以減輕貸款利息負擔。
前項重建住宅貸款， 指採重建所須資金之貸款，不包含代償其他性質
既有債務之貸款

二、申請本貸款利息補貼者應具備哪些條件？
答：辦理本補貼所指戶籍或戶籍內係指同一戶號之戶內。申請本貸款利息補
貼者，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中華民國國民。
(二) 年滿 20 歲。
(三) 符合下列家庭組成之一（具備其中一種即可）：
1. 有配偶。
2. 與直系親屬設籍於同一戶。
3. 單身年滿 40 歲。
4. 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已滿 20
歲仍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其
兄弟姊妹應為單身）。
(四) 申請人僅持有 1 戶住宅，該住宅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計畫範圍內，且重建前
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或建物登記資料，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 主要用途登記含有「住」、「住宅」、「農舍」、「套房」
或「公寓」字樣。
2. 主要用途均為空白，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
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得認定該建築物全部為住宅使
用。
(五) 家庭成員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
(六)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合計低於重建住宅所在直
轄市、縣（市）百分之 20 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請見第四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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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列入查核的家庭成員有哪些人？
答：關於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有狀況，應列入查核之家庭成員包含申請人
及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夫妻分戶者或戶籍內之直系親
屬與其配偶分戶者，該分戶配偶需列入查核，且申請人分戶配偶之戶籍
內直系親屬需列入查核。

四、家庭年所得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為何？
答：家庭年所得（申請日前一個月內請領之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得合計）應低於重建住宅所在直轄市、縣（市）
百分之 20 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平均所得可於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
頁（網址：http：//www.cpami.gov.tw）重要政策「危老重建專區」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區」查詢。

五、除申請人持有 1 戶須辦理重建之住宅外，另外家庭成員持有
重建住宅以外共有住宅，可否視為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
答：
(一) 具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
1. 申請人、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個別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尺(約 12 坪)之共有住宅。
2. 以「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已滿 20 歲仍在學、
身心障礙或沒有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之家庭組成
提出申請，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姊妹個別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
方公尺(約 12 坪)之共有住宅。
3. 上開家庭成員現正受託管理他人之財產，該家庭成員非該信託
財產之委託人者。
(二) 具下列情形，則視為有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
1.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達 40 平方公尺 (約 12 坪)之共有住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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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平方公尺(約 12 坪)以上者。
(三)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持有之公同共有住宅，亦屬共有型態之一，若
能釐清其潛在應有部分，則可依其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其個別持有面
積，無法認定時，以均等計算。

六、除了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外，如果家庭成員還
持有其他性質不動產（例如土地、辦公室、店鋪等…）
，可以
申請本貸款利息補貼嗎？
答：可以，本貸款利息補貼係以申請人僅持有 1 戶住宅，該住宅位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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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內，且家庭成員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為審查標準，家庭
成員持有其他性質之不動產不列入查核。

七、以「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已滿 20 歲仍在學
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條件申請，已滿 20 歲仍在學，就讀
夜間部、空中大學、補校等是否可以？
答：所指已滿 20 歲仍在學，其就讀之學校不包括空中大學、高級中等以上
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之學校。

八、本貸款的優惠貸款額度、償還年限、優惠利率及補貼期間？
答：
(一)優惠貸款的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最高為新臺幣
350 萬元。
(二)償還年限：最長 20 年，含付息不還本之寬限期，寬限期合計最長
以 5 年為限。
(三)優惠利率為承貸金融機構撥付第 1 筆貸款或轉貸為本貸款開始利
息補貼之日起 3 年內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存款額度未
達新臺幣 5 百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 0.533％計算，郵儲利率調
整時，即隨同機動調整，第 4 年起停止優惠利率及利息補貼，由受
補貼者與承貸金融機構重新議定利率。
(四)本貸款核貸與否、貸款額度及償還方式，依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

九、什麼時候開始受理申請？
答：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日起至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申請書要到哪裡索取或下載？
答：可在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cpami.gov .tw）重
要政策「危老重建專區」「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區」下載或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索取。

十一、 申請時應檢附哪些文件？
答：
(一) 申請書。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核准重建計畫函影本。
(三) 重建前住宅之建物登記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主要用途登記
含有「住」
、
「住宅」
、
「農舍」
、
「套房」或「公寓」字樣，如主要用
途均為空白，提供房屋稅單影本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其所載全部
應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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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日前 1 個月內請領之全戶紙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夫妻分戶者
或戶籍內之直系親屬與其配偶分戶者，應同時檢具申請人配偶之
全戶紙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及戶籍內直系親屬之配偶紙本或電子戶
籍謄本。
(五) 申請日前 1 個月內請領之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料清單正本。
(六) 申請日前 1 個月內請領之家庭成員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正本。
(七) 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尺（約 12 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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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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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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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如何申請？向哪裡申請？
答：採書面申請方式，申請人於受理期間，填寫申請書並備妥第十一題規定
的文件後，以掛號郵寄或送至重建住宅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文件以掛號郵寄者，其申請日以郵戳為憑。

十三、 申請人提出申請後多久可以拿到補貼證明？
答：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案後，經審查合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
在受理申請案及補正資料完成後 3 個月內發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 (審查結果或補件通知公文寄送
地址，戶籍地及通訊地皆可能寄送，請務必留意上開地址，避免錯
失重要文件)，並請於貸款前預留至少 3 個月以上申請時間，避免
影響自行洽辦貸款之時程。

十四、 申請人取得政府核發的「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證明」後，就可以辦理貸款了嗎？「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有沒有期限的
限制？
答：
(一)申請人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之日起 2 年內，檢附該補貼證明與
各承貸金融機構規定之相關文件，與承貸金融機構簽訂貸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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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簽訂貸款契約之日起 1 年內完成第 1 筆貸款撥款。未於期限內
完成簽約或撥款者，視為放棄利息補貼。
(二)申請人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之日前已辦理重建住宅貸款者，可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於優惠貸款額度內辦理轉貸為本貸款開始
利息補貼，未於期限內完成轉貸者，視為放棄利息補貼。

十五、 辦理本貸款的金融機構是哪幾家？
答：內政部另行徵選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名冊可於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
（網址：http：//www.cpami.gov.tw）重要政策「危老重建專區」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區」查詢。

十六、 什麼情況下須繳回利息補貼？
答：有下列規定中應予停止補貼之情形時，受補貼者或其繼承人應返還溢領
補貼利息；如未返還者，承貸金融機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
依法追討：
(一)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二)受補貼者於補貼期間內將重建後住宅所有權移轉予配偶或直系
親屬以外之第三人。
(三)未按月繳付貸款本息超過 6 個月。（經承貸金融機構轉入催收款項
者，其逾期期間之補貼利息應返還內政部營建署；但清償積欠本息
且恢復正常繳息，自正常繳息起恢復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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