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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原於科技業界從事於科技法律工作，於民國96年

即開始以業餘投資人身分投資並經營租賃住宅。於業餘經

營過程中，深深感覺住宅租賃可說是最常見的法律關係及

基本社會需求之一。據行政院指出，約有285萬多人有租賃

住宅需求，佔了台灣1成以上的人口。然而，租賃住宅市場

長年來，除了欠缺專業化導致事務繁雜、耗費心力外，還

充滿各種不同原因而產生的租屋糾紛，導致房東害怕惡房

客，房客也害怕惡房東。 

如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已經在各方關

注下通過立法並於民國107年6月27日施行，內容除了定義

何謂租賃住宅，及其法律關係外，亦整體建構租賃住宅服

務業及證照制度。有了明確的制度之後，不動產經紀業、

保全業、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室內裝修業等均有業者表

明進入此市場的意願，擴大營業範圍，可見影響層面相當

廣大，可能會從此改寫租賃住宅服務業的市場生態。 

正逢租賃住宅市場的大變革，本書結合筆者累積10餘

年的租賃住宅服務經驗，內容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一、過

去這個行業處於灰色地帶，權責不清，從業人員大多數素

質不夠。大多數講述住宅租賃契約的著作，只能探討出租

人及承租人雙方的關係，所運用的管理及法律技巧，很多

都是道聽塗說。筆者於從業之前是科技業界專業的法務人

員，於民國98年離開科技法律業界，創業成立不動產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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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專營租賃住宅，從業10餘年間，感受到租賃住宅市場

問題重重，不斷的以科技法律背景，及專業化經營改善租

賃住宅市場。經歷10餘年努力奮鬥，經歷包租、代管、總

幹事、翻修、改建、惡房客、惡房東、建管機關、消防單

位、管理委員會，並經其中心得紀錄整理下來，成為本

書；二、大多數著作，單純討論承租人及出租人之間的租

賃關係，無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以及其他相關法律的存

在；而筆者除了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外，亦擔任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總幹事，具備證照及實務經驗。在多年經驗

當中，許多租賃糾紛的發生及解決，要真正的完整解決，

不是只有租賃住宅相關法律而已，和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法

律能否妥當安排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是絕不可忽視的，因

此本書加入了其他領域的相關經驗。 

本書由實務出發，目標是系統性地幫助房東、房客、

相關業者甚至法律專業人士，從無到有，或從舊法過渡到

新法，從租賃住宅的法律關係逐項解析建構租賃住宅契約

觀念，繼而以類工具書的方式，提供常見的租賃糾紛的實

務處理經驗及法律依據。希望此書能成為租賃住宅市場的

實用工具書。 

 

2019.05 

租賃住宅問題諮詢及研究，

請加入楊老師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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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主要內容，大致區分為法律契約與實務問題二大章。 

第一章，主要內容偏重法律及契約，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的《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及內政

部的《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為核心。這一章

的用詞會偏向法律專業術語，但筆者會盡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呈現。如果讀者並非法律背景的，或許會想要直接跳過第一

章，直接看第二章的實務問題。但筆者仍然希望儘量不會跳

過。有二點主要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第一章雖然偏理論，

卻是常態。例如房東出租10間房子，就會簽署10份契約，但卻

不是10間房子及契約都會出現實務糾紛；第二個理由是：在契

約部分，如果沒有付出必要的心力在簽約時留意，真的出現糾

紛的時候，可能契約上並沒有保障已經來不及了。因此，注意

契約內容，是非常必要的。 

在第一章，由於契約用字及觀念必須正確，避免誤會，因

此在用字遣詞方面，會避免使用通俗用語，儘量使用較為專業

的法律術語。比如說，而不用「房客」，儘量使用「承租

人」、「次承租人」。因為「房客」這個用語，有可能指的是

一般的房客，但也有可能是包租業者；同理，儘量避免使用

「房東」或「屋主」，而儘量使用「出租人」、「包租業者」

或「房屋所有權人」。提到作者本人意見的，會使用「筆者」

代稱而不用「我」。 

第二章，主要內容偏重實務的各種問題及糾紛處理，以筆

者累積10餘年經驗，從事過包租、代管及總幹事；也不僅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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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改建；也遇過惡房客、惡房東、好管理委員會；也遇過

各種建管機關、消防單位相關問題。相信可以充份解決問題或

是提供足夠適當的建議。在這個章節，牽涉及日常租賃事務的

各種問題及糾紛，會使用較為通俗易懂的用詞。提到作者本人

意見，會直接使用「我」。而且會提供許多作者10餘年的租賃

住宅服務經驗的真實實務處理經驗做讀者的參考。 

為能夠使本書目標及專注提供讀者必備的法律知識，本書

預設讀者排除租賃住宅服務業者，原則限於自然人出租人及承

租人，內容則同時兼顧具備消費關係及不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

關係。理由是：一、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會需要更詳細的解說細

節，以及更多的行政管理規定，但同時兼顧自然人出租人及承

租人，會導致本書過於龐大而失焦。將來可能針對業者專門出

另一本書或推出相關講座、教育訓練或其他知識服務以滿足需

求。二、大多數出租人是常態性的出租租賃住宅，符合行政消

費者保護會定義的職業房東，租賃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因

此除了基本的租賃關係外，必須納入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契約

說明。 

關於租賃契約主要權利義務直接相關的法規，例如《租賃

住宅市場及發展管理條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除了將會於本書內容反覆提及外，為便利讀者查詢，也會列為

本書附件。其他也很重要且相關的法規，還有所得稅法、營業

稅法、土地稅法、房屋稅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平交易

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民法……這些相關法規，則會

在契約條款產生關連時，筆者會引用法律文句並同時加以講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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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住宅租賃契約 

 

1. 總 則 

關於住宅租賃契約，在《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於本書以下均簡稱為「租賃條例」）通過生效前，曾經有各

種各樣的版本及不同的法規相關規定，如民法租賃編相關規

定，內政部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頒布的版本、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的版本，文具店版本，不動產經紀業版本等，但都沒有統一的

法律規範，加上多數房東都逃漏稅或要求房客退租時需繳回契

約等等要求，因此在《租賃條例》頒布之前，租賃市場是個充

滿糾紛的地下市場。 

為什麼《租賃條例》通過之後，筆者卻認為會從此改寫租

賃住宅服務業的市場生態，有什麼不同之處嗎？以前不是政府

都會頒布契約範本嗎？筆者認為最關鍵的重點是定義了什麼是

「租賃住宅服務業」。在此之前，甚至連營利事業登記項目都

沒有租賃住宅服務業，只能以不動產租賃業申請登記，但不動

產租賃本身是個很大的概念，由於業務內容不同，會有不同的

主管機關及法律定位。筆者曾經向經濟部投資審議會申請外國

實習生來台實習名額，當時卻連經濟部都找不到政府單位認為

自己是租賃住宅服務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1，最後是投資審議

                                                        
1 因為當時的租賃住宅服務業，屬於不動產租賃業，但不動產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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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行依權職通過申請案2。 

因此，以筆者的角度來看，《租賃條例》實施前與實施

後，最重要的差異點是，雖然民間一直都有人從事這項商業活

動，但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不是一個產業是件妾身未明的事；

《租賃條例》通過後，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一個正式且需要證照

的特許行業。這就像以前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通過後，不

動產經紀業成為特許行業後，才出現全國性且專業的業者一

樣，從業人員的素質也因此而大大提升。 

另外，由於許多人居住在公寓大廈裡，無論是買房出租或

承租入住，區分所有人及住戶都會受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社

區規約及相關子法的規範，因此，在討論契約內容的時候，也

會適度的加入相關內容，期待本書能真正的提供解決方案。 

2. 適用的法規及契約 

那麼，在契約法規的適用內容方面，出現了什麼大的轉折

呢？ 

最重要的轉折應該是《租賃條例》第5條：「租賃契約具

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

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將租賃契約，如果排除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以下簡稱「租賃業者」），分為具備消費關係及不具備消費

關係二種。 
                                                                                                                   
因為租賃形態不同有不同的主管機關，但，租賃住宅服務業卻不屬

於不動產經紀業，不歸內政部地政司管轄；也不屬於旅館業，不歸

交通部觀光局管轄；也不屬於學校宿舍，不歸教育部管轄；也不屬

於外籍勞工宿舍或包棟員工宿舍，不歸勞動部管轄；當時最接近的

是內政部營建署住宅管理組，但也被營建署以營署宅字第

10500076462號函否認其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 民國105年經濟部投審會經審三字第105002894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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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消費關係的住宅租賃契約，遵守內政部訂定的《住

宅租賃契約書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3（以下簡稱「應約定租

約」）。重點在於：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應約

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可以說具備法律效力。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 

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

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

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

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

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者，亦同。 

租賃契約條款，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

部，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

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

                                                        
3 民國107年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3965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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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無效。 

 

而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契約，依照《消保法》第17條，遵

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以下簡稱「消保會」）的《房屋租賃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4（以下簡稱「定型化租

約」）重點同樣在於：具備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違反定型化

租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而應記載

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可以說

具備法律效力。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

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

告之。 

前項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

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除權、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

容得包括： 

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

權。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4 民國105年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5384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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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

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

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

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

員查核。 

 

然而，《租賃條例》第5條的規定和《消保法》第17條規

定，整體規定及要求非常相似；應約定租約與定型化租約，內

容也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說無論具不具備消費關係，都有相

當多的條款，會強制構成契約的內容，而且違反的條款會無

效，確實有助於住宅租賃市場健全發展。可見得此次租賃條例

頒布實施，政府很認真希望能儘可能擴大適用保障民眾租屋權

益。 

而，除了應約定租約與定型化租約之外，在租賃住宅相關

事項，內政部頒布的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是參考用，不真正具

備消保法上的法律效力5。因此，本書以下內容提到「租約範

本」，指的內政部的應約定租約與消保會的定型化租約，將具

備或不具備消費關係的契約二者合一稱呼為「租約範本」，而

不是指內政部的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 

而具備消費關係的租賃住宅相關契約，包含的範圍比想像

中的常見情況還要廣得多。筆者相信大多數的租賃契約都具備

消費關係，這是相當常見的情況之一。 

                                                        
5 民國92年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保法字第0920000288號函。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881 



8 
住宅租賃契約：理論與實務教戰手冊 

 

重點是，並不是只有租賃業者才是消保法所稱的企業經營

者，而適用消保法。依照消費會的解釋6：「不論公司、團體或

個人，亦不論其營業於行政上是否經合法登記或許可經營，若

反覆實施出租行為，非屬偶一為之，並以出租為業者。」 

因此，職業房東的定義是：「反覆出租並以之為業。」就

是職業房東，與是否有證照無關，也與是否為法人無關；也與

是否需要繳營業稅無關7。除非出租人的出租行為是偶一為之，

不以此為營生，不然很可能都會被認定為職業房東。也相信大

多數的房東都符合消保會定義的職業房東，租賃關係具備消費

關係。 

而房客部分，只要具備消費關係，並不限於個人，即使承

租人是公司，都是受到消保法保護的消費者8。 

也因此本書作者認為大多數的租賃關係具備消費關係，本

書第一章內容，主要以具備消費關係，適用應記載事項，主要

內容及編排方式。而於內容中如果提到房東，通常指的是職業

房東。如果讀者的租賃契約不具備消費關係，則請再參酌應約

定租約，應該都有類似的規定。 

3. 契約審閱期間及消費保護法適用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委託人攜回審閱 日。 

      （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委託人簽章： 

    受託人簽章： 

 

                                                        
6 民國105年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院臺消保字第1050165274號。 
7 台財稅字第09704555660號令。 
8 民國84年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台84消保法字第003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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