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各類優惠房貸一覽表 

                                                                                                    資料更新時間：2016/01/05 

貸款
項目 

104 年度 

住宅補貼方案 

(今年度已受理截止，預計明年 105 年需等公告後受理) 

99 年度(財政部) 

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方案 

中國信託 - 築巢優利貸  

(輔助公教人員購屋貸款) 

目前
利率 

第一類：0.842%機動 

第二類：1.417%機動 

前兩年：1.58%機動 

第三年起：1.88%機動 

1.7%機動 

種類 購屋   

年齡
限制 

20 (單身者需年滿 40 歲) 不限 依中國信託房貸放款規定 

額度 
台北市最高 250 萬元、新北市最高 230 萬元 

其他縣市最高 210 萬元 
每戶最高 800 萬元 最高可達房間鑑價值 80% 

貸款
年限 

最長 20 年 最長 30 年 最長 30 年 

付息
不還
本寬
限期 

最長 5 年 (政府利息補貼年限最長 20 年 )  最長 3 年 最長 5 年 

利率
計算 

第一類：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
定減 0.533%機動調整。 

(0.842%，最新更新日期 100 年 7 月 6 日) 

第二類：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
定加 0.042%機動調整。 

(1.417%，最新更新日期 100 年 7 月 6 日) 

前二年：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 0.345%機動計息。 

第三年起：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 0.645%機動計息。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 0.465%機動計息。 



利率
適用
條件 

第一類： 

經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

以上（限申請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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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申請人） 5.六十五

歲以上（限申請人） 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

及其子女  7.身心障礙者 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

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9.原住民   10.災民 

11.遊民。 

第二類： 

不具第一類條件者。 

 

 

申請
條件 

1.年滿 20 歲。 

2.符合下列家庭組成之ㄧ：  

(1)有配偶者。  

(2)與直系親屬設籍於同一戶者。  

(3)單身年滿 40 歲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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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人、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自

有住宅者。或僅持有一戶於申請日前 2 年內購買並辦

有貸款之住宅。 

借款人年齡介於 20 –  45 歲；且借款

人與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均無自用

住宅。  

1.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員工。 (不含軍職及

約聘僱人員 ) 

2. 提供本人或其配偶之不動產設定第

一順位抵押權予銀行作為擔保 (共購

不動產僅限定本人與其配偶 )。  



收入
限制 

戶籍地 

家庭成員家庭年所得應低

於下列金額 

家庭成員財產應

低於下列金額 

家庭年收入 每人每月平
均收入 

非住宅之不動產
限額 

臺灣省 90 萬元 38,041 元 480 萬元 

臺北市 144 萬元 51,779 元 876 萬元 

新北市 111 萬元 44,940 元 525 萬元 

桃園市 120 萬元 44,874 元 480 萬元 

臺中市 106 萬元 41,510 元 528 萬元 

臺南市 93 萬元 38,041 元 480 萬元 

高雄市 105 萬元 43,697 元 530 萬元 

金門縣 

連江縣 
90 萬元 34,191 元 375 萬元 

 

  

購屋
限制 

1. 住宅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應在提出本貸款申請日之
後或提出本貸款申請日前 2 年內。2. 建物登記謄本、
建物登記電子謄本、建物權狀影本、建築使用執照影
本或測量成果圖影本主要用途登記應含有「住」、「住
宅」、「農舍」、「套房」或「公寓」字樣。3. 建物登記
謄本登記原因欄應登記為買賣或拍賣。但申請人二年
內原以買賣或拍賣取得之住宅，嗣後贈與或以其他方
式移轉予其配偶者，不在此限。 

自本原則實施後所購置之住宅 依中國信託房貸放款規定 

其他
規定 

可與 99 年度(財政部)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方案 搭
配 

可與「 住宅補貼方案」、「內政部青年安心
成家方案」搭配  

 

申請
時間 

104年度住宅補貼方案 104年 7月 20日~8月 28日
間受理申請。(今年度已受理截止，預計明年 105年需
等公告後受理) 

受理申請期間自 99/12/1 起，至額度用罊或

105 年底為止。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備註 1：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為：1.235%。 

備註 2：以上資料僅供參考，確定的房貸利率與申請規定仍以政府最新公布的訊息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