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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女士、先生： 

今天承邀報告內政部業務概況及上會期臨

時提案辦理情形，至感榮幸。內政業務範圍廣

泛，影響民眾權益甚鉅，
俊榮

受命擔任內政部長，

深感責任重大，面對國人之殷切期盼，本人將遵

循總統及院長「打造一個更好的國家」之指示，

以最謙卑之態度與各界溝通，秉持開放之精神推

動穩健改革，透過公開透明的決策過程，積極展

現替民眾解決問題的能力。懇請各位委員先進能

夠不吝策勵與指教，共同努力讓臺灣邁入嶄新之

時代。 

以下謹就「建立安心生活空間」、「落實永

續國土發展」、「打造友善居住環境」、「促進民

主法制改革」、「強化多元親民服務」本部 5 大

業務重點進行扼要說明。有關本部 105 年 1 月

至 4 月重要工作推動情形等詳細資料，請參閱

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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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立安心生活空間 

近年來臺灣陸續發生多起隨機殺人令人

遺憾的事件，震驚社會各界；另外，面對全球

氣候異常等環境變遷趨勢，目前發生的災害都

傾向複雜與複合型災害，因此，強化社會安全

網，讓人民安心、放心是本部的首要工作： 

一、加強社會安全網，確保社會安定 

積極強化治安維護及毒品防制，在治安維

護方面，本部將審慎防範社會高風險族群

犯罪，加強婦幼及兒少安全保護，同時加

強跨部會分工，及與世界各國合作共同打

擊跨境犯罪，以持續提升犯罪偵防量能，

降低隨機犯罪風險因子及境外犯罪；在毒

品防制部分，賡續整合跨部會、跨領域資

源，落實毒品聯防機制，並強化校園反毒

宣導，減少青少年接觸毒品之機會，提升

緝毒與反毒工作成效，進而降低毒品危害

及所引發之犯罪案件。 

二、強化災害防救體系，保障民眾安全 

目前我國已建立一套完整的中央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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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惟面對新型態的災害及立體救災需

求，本部將持續提升我國整體防救災能

量，一方面檢討現有機制的因應能量，適

時調整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模式，提升救災

作業效能，並賡續強化防救災雲端應用，

精進災害應變能力；另一方面，提升空中

救援能量，積極辦理黑鷹直升機接裝整備

作業，加強高山救援及夜間救災能力，並

嚴格落實各項飛行員訓練計畫，俾利確保

飛安及維護飛行員生命安全。 

貳、落實永續國土發展 

研議多年的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海

岸管理法」、「濕地保育法」，承蒙大院委員之

支持，先後於 102 年及 104 年經大院陸續審議

通過完成立法，為臺灣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里

程碑，國土規劃上位藍圖的確立，將使國土管

理策略更能兼顧國土生態、環境保育與社會經

濟發展需求，並更可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可能導

致之相關問題，本部將在大院審議通過國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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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奠定的宏觀基礎上，於永續環境、永續社

會、永續經濟的前提下，持續強化國土、海岸、

濕地整合管理機制： 

一、建立國土新秩序，確保國土永續發展 

逐步落實全國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二層級空間計畫體系，並透過「國土保

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

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 4 個國土功能

分區之劃設，確保土地合理使用；另同步

建立資訊公開機制，納入民眾參與監督，

與全民共同守護國土安全。 

二、健全海岸管理機制，加強保護海岸資源 

從整體海岸觀點研訂「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引導海岸地區之合理利用；並積極

協調相關部會，共同推動海岸保護及防護

工作，以維護海岸地區之自然動態平衡，

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三、強化濕地保育作為，落實濕地明智利用 

持續與相關部會、各地方政府通力合作，

並與民間團體、在地社區溝通對話，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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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研擬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並適時

提供民眾所需之專業協助，在確保民眾權

利的前提下，維持濕地天然滯洪功能及生

物多樣性，落實濕地「明智利用」，達成

濕地「零淨損失」。 

參、打造友善居住環境 

保障人民居住權利，協助年輕一代減輕居

住負擔，為當前政府重要的住宅政策，面對目

前高房價、高空屋率、高自有率、低社會住宅

等重大課題，本部將依循整體國土規劃之大方

向，據以全力推動住宅政策： 

一、推動社會住宅，滿足民眾居住需求 

除持續推動已預定興建之只租不售的社

會住宅外，本部將積極協調財政部等相關

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盤點整體土地資源

及推動人力資源；並結合都市計畫及都市

更新政策，研議運用容積獎勵等多元方

式，活化現有資源，以協助地方政府強化

興辦社會住宅能量。考量社會住宅為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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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一環，因此，本部將賡續研修「住

宅法」，提高社會住宅應提供特殊情形或

身分者之比例，俾利強化對弱勢家庭居住

權益之保障，並協調財政部提供租屋相關

租稅誘因，完備各項配套措施。 

二、完備租賃制度，健全租賃市場發展 

本部將善用民間能量，引導市場釋出空餘

屋，如規劃建立包租代管機制，以鼓勵房

東一起參與推動社會住宅；本部亦將賡續

推動修正「房屋租賃契約書範本」，並訂

定「房屋租賃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

載事項」，強化保障房東房客雙方權益，

促進租屋市場之正向發展；另研議推動不

動產租賃專法，明文規範租賃雙方之權利

義務關係，以健全租賃市場之管理機制。 

三、提供居住協助措施，加強弱勢照顧 

對於社會上經濟能力較為弱勢的民眾，本

部將持續推動「整合住宅補貼資源實施方

案」，提供租金補貼、自購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等多元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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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協助民眾減輕租（購）屋負擔。 

四、強化不動產實價登錄，促進交易資訊透明 

持續推動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制度，提供

無限期、無限流量之免費下載服務，落實

政府資訊公開，並賡續督請各地方政府加

強查核，及配合財政部推動之實價課稅制

度進行不動產交易資訊勾稽比對，確保資

料之正確性；另研議修正實價登錄三法，

規劃增訂地政機關調查權、縮短預售屋申

報登錄時效及揭露完整門牌資料等，以促

進不動產交易市場之健全發展。 

五、推動安家固園，打造安全居住空間 

推動「安家固園計畫」，105 年度規劃針對

88 年底前領得建造執照之私有老舊建

物，推動全面性的老屋耐震安檢，及針對

高度土壤液化潛勢地區，補助地方政府研

提地質改善示範計畫。本部並將視計畫推

動成效及各界意見，持續滾動檢討相關執

行內容，以強化保障民眾之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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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進民主法制改革 

公民社會的力量是國家發展的根基，強化

公民參與公共政策，活絡公民社會，是當前政

府無可旁貸的職責，因此，健全公民參與機

制，落實程序正義理念，將是本部持續努力之

重要目標： 

一、強化公民參政，精進地方治理 

建立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促進政黨政治健

全發展，推動「政黨法」立法，合理規範

政黨組織與活動，建立政黨財務公開制

度，以落實民主及廉能政治目標；另持續

強化中央與地方之夥伴關係，健全地方跨

域合作機制，俾利提升地方治理效能；此

外，為促進公民參與，落實程序正義，本

部於推動都市計畫、都市更新、土地徵收

及社會住宅等各項重大政策之時，亦將重

視公民參與精神，以使本部在重要施政及

行政措施之政策規劃與執行過程更臻周

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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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集會結社權利，促進公民社會發展 

鬆綁人民團體管理相關法制，打造公民社

會優質發展環境，持續推動「人民團體法」

修法，由原「許可制」變革為「登記制」，

並運用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理系統，簡

化人民團體會務管理流程，以利團體自治

發展；另加強維護民眾集會遊行之基本權

利，推動「集會遊行法」修法，由原「許

可制」改革為「自願報備制」，並就警察

同仁執行集會遊行相關勤務之程序及觀

念等積極調整因應，以確保民眾權益；此

外，持續強化對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推

動「宗教團體法」立法，在尊重宗教組織

自主、自律原則下，輔導宗教團體健全

發展。 

伍、強化多元親民服務 

本部提供之各項照顧服務措施，皆與民眾

每日的生活息息相關，本部將持續努力站在

民眾的立場，規劃推動更符合民眾所需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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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務： 

一、保障新住民權利，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目前臺灣以婚姻移入的新住民人數已超

過 51 萬人，是豐富臺灣多元文化，讓臺

灣大步邁入國際社會的重要尖兵，因此，

本部將持續培力新住民人力資本，積極推

動「展新計畫」，結合跨部會資源，於語

言拓能、一代就業、二代培能、多元服務

及關懷協助等五大領域，協助新住民運用

其母語能力及多元文化背景發揮自身優

勢，成為臺灣持續發展的重要力量；並賡

續透過「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跨部會平

臺，及運用「新住民發展基金」，強化照

顧新住民及其子女權益。 

二、提供戶（地）政親民服務，便利民眾申辦 

持續強化跨機關合作，擴大「戶籍資料異

動跨機關通報」服務，俾利逐步落實單一

窗口服務機制；另擴大地政多元服務據

點，開放民眾於 4 大超商，可運用自然人

憑證申請第二類地籍謄本服務，及提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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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請人工登記簿謄本服務，以便利民眾

使用。 

三、強化替代役制度，促進產業發展 

持續推動「產業訓儲替代役」制度，開放

專科學校以上學歷役男，得申請至民間產

業從事技術工作，俾利役男於履行兵役義

務時，亦可兼顧就業需求；另改革「研發

替代役」制度，開放符合一定條件之新創

事業負責人，可申請於其自創事業服研發

替代役，以鼓勵青年創業，促進國內產業

發展，進而提升國際競爭力。 

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嚴峻挑戰，
俊榮

將率領內政

部全體同仁戮力以赴，與時俱進，勇於推動各項

變革，並積極型塑更健全之公民參與環境，傾聽

民眾的聲音，轉化為本部持續精進之動能，以從

民眾的角度，打造安全、安心、永續、民主的生

活環境。 

另第 8屆第 8會期內政委員會通過有關本部

之臨時提案共計 1 案，相關辦理情形詳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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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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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第 8 屆第 8 會期內政委員會臨時提案 

辦理情形彙整表 

項
次 

會議日期 
（提案委員） 臨時提案內容 決議 辦理情形 

1 104/11/23 
(段宜康、陳其
邁、周倪安) 

內政部為住宅法之
中央主管機關，依
法應負責住宅政策
及全國性住宅計畫
之擬訂、全國性住
宅相關資訊之蒐集
及公布。但內政部
對於住宅租賃市場
之需求、供給、價
格等資訊卻全未掌
握，如何引導租屋
市場健全發展？爰
要求內政部應於乙
個月內研議住宅租
賃市場資訊蒐集、
統計之方案。 
(營建署、地政司) 

照案通過。 一、本案於 104 年 12 月 21 日以台內
營字第 1040818764 號函復：目前
政府現行辦理相關住宅資訊案，
包含行政院主計總處每年辦理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本部地政
司辦理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系
統、衛生福利部發布「102 年度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狀況調
查報告」及本部營建署辦理「住
宅需求動向調查」委託專業服
務案。 

二、本部研議未來發展方向： 
（ㄧ）本部營建署刻正辦理 104 年住

宅狀況抽樣調查，與租屋市場
有關之調查項目計有住戶持有
狀況、住宅支出、住宅改善計
畫、對社會住宅的看法等項
目，俟調查結果出爐後，再檢
討爾後是否再行調整。 

（二）依據本部營建署委辦之低度使
用住宅及新建餘屋資訊調查
案，研議比對可供釋出之空屋
供給量，以包租代管方式，疏
導部分社會住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