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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

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出租人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

其應檢附之相關事證，為下列文件之一： 

一、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拆除執照。 

二、屬建築法第七十八條但書規定得免請領拆除執照之證明文

件。 

第三條  承租人依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者，其應檢附之相關事證，為設立有案醫療機構出具療養時程需六個

月以上之診斷證明。 

第四條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序文所定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

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者：簽訂委託

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與租賃契約書約定之委託管理及租賃

期間均達一年以上。 

二、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者：簽訂租賃契

約書約定之租賃期間達一年以上。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每屋之認定基準如

下： 

一、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每一個別門牌。 

二、未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每一房屋稅籍證明所登載之範

圍。 

第六條  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影本。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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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二、負責人。 

三、營業項目。 

四、所在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七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經許可並辦妥公司登記後，所在地同業公會尚

未設立者，應加入所在地商業會。 

租賃住宅服務業依前項規定加入商業會者，於所在地同業公會

設立時，應即向商業會申請退會，及加入所在地同業公會。 

租賃住宅服務業遷出原許可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

域者，應向原所在地同業公會或商業會申請退會，並於依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重新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前，加入遷入地同業公會或

商業會。 

第八條  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

登記：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影本。 

四、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名冊及其證書影本。 

五、同業公會或商業會會員證明影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營業項目及所在

地。 

二、經營型態。 

三、營業保證金繳存金額。 

四、加入同業公會或商業會別。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准予登記者，應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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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前項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統一編號、所在地、代表公司之負責

人、營業項目及經營型態。 

二、核發機關、核發日期及登記證字號。 

第九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公司登記，於外國租賃住

宅服務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指分公

司登記。 

第十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分設營處所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依本條例第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向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分設營業處所登記： 

一、申請書。 

二、所屬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影本。 

三、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影本。 

四、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名冊及其證書影本。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所屬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統一編號、代表公司之負責人、

營業項目及經營型態。 

二、分設營業處所名稱、所在地及營業保證金繳存金額。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准予登記者，應核發

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 

前項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所屬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統一編號、代表公司之負責人、

營業項目及經營型態。 

二、分設營業處所名稱及所在地。 

三、核發機關、核發日期及登記證字號。 

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分設營業處所非在該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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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除依第三項規定核發登記證外，並應將第一項之資料通知該業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十一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遺失或毀損者，得

以書面敘明原因或檢具原登記證，向該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二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經許可後，下列事項有變更者，應依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變更後三十日內，檢附原核發許可及變更

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許可：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二、負責人。 

三、營業項目。 

第十三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登記後，下列事項有變更者，除停業、復業

、解散及所在地遷移至原登記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

域以外，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變更後三十日內，檢附變更證明文件

，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變更登

記：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二、統一編號。 

三、負責人。 

四、營業項目。 

五、所在地。 

六、經營型態。 

七、組織。 

八、所屬同業公會或商業會別。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事項有變更者，租賃住宅服務業

應先依前條規定辦妥變更許可，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准予變更登記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或第六款事項變更：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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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二、第一項第三款事項涉及代表公司之負責人變更：應換發租

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三、第一項第四款事項變更：變更後仍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應換發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變更後已無經營租賃住

宅服務業者，應廢止原登記及註銷原核發登記證。 

第十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分設營業處所經登記後，下列事項有變更者，

除所在地遷移至原登記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以外、

停業、復業及裁撤，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外

，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變更後三十日內，檢附變

更證明文件，向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分設營業處所變更登記： 

一、分設營業處所名稱或所在地。 

二、所屬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統一編號、代表公司之負責人

、營業項目、經營型態或組織。 

前項第二款事項有變更者，租賃住宅服務業應先依前條規定辦

妥變更登記，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分設營業處所變更登記。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准予分設營業處所

變更登記者，應換發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 

第十五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分設營業處所經登記後，遷出原登記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於遷出後三十日內，檢附原登記證及相關證明文件，向遷入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分設營業處所變更登記。 

前項分設營業處所遷入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准予該分

設營業處所變更登記者，應核發該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及通知原

登記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原登記及註銷原登記證；分

設營業處所原非在該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

者，並應通知該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停業者，應依本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停業後三十日內，檢附原核發之登記證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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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

復業時，亦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准予停業或復業登記者，

應於其登記證註記停業期間或復業日期後發還。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經依前項規定准予停業登

記者，於登記停業期間內，非經辦妥復業登記，不得有營業行為。 

第十七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解散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於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妥解散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附原登記證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

記。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准予解散登記者，應註

銷其登記證。 

租賃住宅服務業申請第一項解散登記者，應併同申請裁撤其所

屬分設營業處所。 

第十八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裁撤分設營業處所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於裁撤後三十日內，檢附原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申請分設營業處所裁撤登記。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准予分設營業處所裁

撤登記者，應註銷其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裁撤之分設營業處所非

在租賃住宅服務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並

應通知該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十九條  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經主管機關許可後，遷出原許可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應依第六條規定重新申請許

可。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許可後並應通知原許可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原許可。 

第二十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經遷入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

定重新許可後，應依第八條規定向遷入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重新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遷入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於登記及核發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後並應通知原登記之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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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原登記及註銷原核發登記證。 

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分設營業處所非在該業遷入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該業遷入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除依前項規定核發登記證外，並應通知其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管轄區域有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

十八條或前條所定申請事由者，得併同向該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至前

條規定之申請，經審查不合規定或資料有欠缺者，應通知租賃住

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 

第二十二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之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有

到職或離職異動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異動

之日起三十日內，造具名冊向該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租賃住宅服務業因停業、解散或他遷不明而怠於依前項規定

報請備查者，得由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逕向該業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第二十三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所置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為外國人者，於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到職備查時，並應檢附符

合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資格、第五十條、第

五十一條或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七條規定取得工作

許可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二十四條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撤銷或廢止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

得重新請領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 

第二十五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應揭示之

文件資訊，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揭示者，得以影本為之；於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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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揭示者，得以電子影像為之。 

第二十六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及其分設營業處所係加盟經營者，應於廣

告、市招及名片明顯處，標明加盟店字樣。 

第二十七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收受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之有關費用或文

件者，應掣給收據。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檢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

業務時，得查詢或取閱其執行業務有關紀錄及文件，並得要求其

陳述辦理業務情形，租賃住宅服務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有關紀錄及文件，應至少保存五年，並得以電子檔案保

存之。 

第一項查核結果，主管機關得公開相關資訊。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處罰之管轄權如下： 

一、處罰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人或有限合夥負責人：由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罰；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行為地與公司、商業或

有限合夥所在地非屬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

轄區域者，由經營業務行為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查明後，移請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二、處罰行為人：由行為人行為時之戶籍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罰；代管或包租之租賃住宅所在地與行為

人行為時之戶籍地非屬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管轄區域者，由租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查明後，移請行為人行為時之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罰。 

第三十條  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罰之管轄權如下：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所在地與其執行業務行為地屬同一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由該業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二、租賃住宅服務業所在地與其執行業務行為地非屬同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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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由該業執行業務行為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後，移請該業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三、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分設營業處所所在地與該業所在地非

屬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由分設營業

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後，移請該業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四、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分設營業處所執行業務行為地與該業

所在地非屬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轄區域：由

分設營業處所執行業務行為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查明後，移請該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及本細則所定書、表、證、冊及其他文件之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