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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10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5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育敏、鄭天財 Sra Kacaw、蔣乃辛、陳雪生等 16
人，有鑑於現行社會救助法中，針對中低收入戶之審查要件
，未考量多人共同持有土地之實際經濟收益，導致許多經濟
困難家庭，常因持有未具經濟收益之公同共有土地，而無法
獲得社會補助，有悖於社會救助法精神。爰擬具「社會救助
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家庭持有
公同共有土地，其收益應依共有人數平均計算，而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公同共有土地，應排除於家庭不動產計算之外，以
保障我國經濟困難家庭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之權益。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我國經濟困難家庭，常因繼承因素導致名下持有多人共同持份之土地，導致無法申
請中低收入戶資格，依法務部之函釋，該類土地之收益，應按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為計算
標準，惟現行社會救助法中，並未具體規範該類土地之收益，應按照共有人數帄均計算，
導致實務上許多經濟困難家庭難以通過中低收入戶之審查，而承辦人員亦因無法規依據，
致其未能積極協助申請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及複查，導致其權益受損。
二、現行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二中，並未將無經濟收益之多人共有土地，排除於家庭總收入之
計算，惟實務上因單一家庭難以針對公同共有之土地進行處置，導致土地缺乏實際利用經
濟價值，但又因土地公告現值高於低收入戶審查資格標準，造成經濟困難家庭難以符合低
收入戶資格，實有修法改善之必要。
三、爰提案修正「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明定當家庭不動產之權利
範圍屬於公同共有時，其收益應依共有人數帄均計算，並將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同共有土
地，排除於家庭不動產之計算，以保障我國經濟困難家庭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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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草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

一、有鑑於我國經濟困難家庭
，於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時
，常因繼承因素導致名下持
有多人共同持份之土地，惟
該類土地之收益，如以全部
併入家庭總收入計算，將造
成經濟困難家庭難以申請中
低收入戶資格，難以受社會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
實際工作收入並提
供薪資證明核算。
無法提出薪資證明
者，依最近一年度
之財稅資料所列工
作收入核算。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
實際工作收入並提
供薪資證明核算。
無法提出薪資證明
者，依最近一年度
之財稅資料所列工
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
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
證明者，依臺灣地
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各職類每人月
帄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
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
證明者，依臺灣地
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各職類每人月
帄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補助之保障。
二、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曾就申
請低收入戶其家庭不動產權
利範圍為「公同共有」，係
依共有人數帄均繼承計算或
按公同共有全部併入計算之
疑義，於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函詢法務部。法務部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各職類者，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布
之最近一次各業初
任人員每月帄均經
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基本工資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
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各職類者，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布
之最近一次各業初
任人員每月帄均經
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基本工資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
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表示，繼承人相互間，其權
利之享受與義務之分擔，宜
以應繼分之比例為計算之標
準，因此低收入戶申請人其
家庭應計算人口之不動產權
利範圍，依法院實務意見，
於遺產分割前宜以繼承人之
應繼分比例為計算標準。惟
經查，目前第一線低收入戶
承辦人員，多以社會救助法
內並未明定公同共有之家庭
不動產需依持份人數帄均計
算，亦未積極協助申請人提
出相關證明文件及複查，導
致國人權益受損，實有修法
改善之必要。
三、爰增訂本條第四項，明定
當家庭不動產之權利範圍屬
於公同共有時，其收益應依
共有人數帄均計算，提供承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

辦人員明確法律依據，得以
積極協助經濟困難家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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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中低收入戶申請；原第四項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
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
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

遞移至第五項。

貼，仍應併入其他收
入計算。但依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貼，仍應併入其他收
入計算。但依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參加建教合作計
畫所領取之職業技能
訓練生活津貼不予列
計。

規定參加建教合作計
畫所領取之職業技能
訓練生活津貼不予列
計。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外
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
。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外
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
。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
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
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
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
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

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二款之家庭不
動產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時
，其收益應依共有人數帄均
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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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一、經查，公同共有之土地，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因有多數人共同持份，單一
家庭難以直接針對土地進行
處置，導致土地缺乏實際利
用經濟價值，但又因土地公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告現值高於低收入戶審查資
格標準，造成經濟困難家庭
難以符合低收入戶資格，無
法獲得社會福利照顧，顯與
社會救助法之精神有悖。
二、為協助生活困頓之國人，
避免因持有多人共同持份且
無經濟效益土地，被排除在

地。
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八、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同
共有土地。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標
準，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

地。
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標
準，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

社會補助之外，爰增訂本條
第一項第八款，明定「未產
生經濟效益之公同共有土地
」，不列入家庭不動產之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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