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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5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46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等 20 人，為保障承租人權益，改善不動產租
賃市場地下化之現象，除現況做商用辦公室使用之租賃委託
案件外，應將租賃委託案件之申報義務回歸買賣雙方，爰擬
具「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實價登錄」制度規定不動產經紀業者成交之租賃案件需進行實價登錄申報，致使出租人
若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之租賃案件，不僅租金收入曝光，更會使租金所得被併入總額課徵所
得稅，導致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之租賃案件急遽下滑。讓不動產經紀業者負有租賃委託案件
的申報義務，卻變相鼓勵出租人為避稅而委託非法業者承攬業務，造成租賃市場地下化、
非法化，更嚴重影響合法業者之工作權。在出租人不願委由經紀業從事居間承租業務的情
形下，將使承租人在資訊不對等狀況下需承擔更多租賃風險，恐使政府原為推動「居住正
義」之美意，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之立法理由蕩然無存。
二、依據 106 年 12 月 27 日公布施行的「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依第三十四條規定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其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租賃住宅之相關
資訊，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相關資訊含括包租標的、包租契約、轉租
契約等資訊，顯示出政府已能完整掌握租賃住宅登錄資訊。遂將租賃住宅等案件的申報義
務回歸買賣雙方，而商用辦公室租賃資訊具有商業交易上之重要參考價值，應仍由不動產
經紀業負租賃登錄義務，爰修正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
三、申報登錄價格包含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且考量未依限申報、申報登錄價格或交易面積資
訊不實者，對於資訊揭露即時性、價格正確性之制度核心衝擊較大，應逕予處罰。另參考
行政罰法第十八條：「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
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由於不動產租賃案件之
個案報酬遠低於不動產買賣案件，若兩者處以相同罰鍰恐不符比例原則，爰增訂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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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二款。
四、衡量租賃案件中申報登錄價格及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實者，其對於申報登錄制度影響程度
相對較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始予處罰之。並改
處較輕罰鍰，爰增訂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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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之一 經營仲介業
務者，對於現況做商用辦公
室使用之租賃委託案件，應
於簽訂契約書並辦竣所有權

第二十四條之一 經營仲介業
務者，對於買賣或租賃委託
案件，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
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簽

一、配合帄均地權條例第四十
七條三讀通過，明定地政士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及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

移轉登記或簽訂租賃契約書
後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

訂租賃契約書後三十日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

之一有關買賣案件申報登錄
資訊之規定，不予適用，遂
將第一項中「買賣」二字予
以刪除。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
案件，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
滿或終止三十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
前二項受理申報登錄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主管機關
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前三項登錄之資訊，除
涉及個人資料外，得供政府
機關利用並以區段化、去識
別化方式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
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
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
為課稅依據。
第一項、第二項登錄資
訊類別、內容與第四項提供
之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
案件，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
滿或終止三十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
前二項受理申報登錄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主管機關
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前三項登錄之資訊，除
涉及個人資料外，得供政府
機關利用並以區段化、去識
別化方式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
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
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
為課稅依據。
第一項、第二項登錄資
訊類別、內容與第四項提供
之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因實價登錄制度規定合法
不動產經紀業者負有租賃委
託案件的申報義務，卻反而
變相鼓勵出租人為避稅而委
託非法業者承攬業務，造成
租賃市場地下化、非法化，
更嚴重影響合法業者之工作
權，也使承租人在資訊不對
等狀況下需承擔更多租賃風
險。
三、依照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
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其受託
管理、承租或轉租租賃住宅
之相關資訊，提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其
相關資訊含括包租標的、包
租契約、轉租契約等資訊，
顯示出政府已能完整掌握租
賃住宅登錄資訊。遂將租賃
住宅等案件的申報義務回歸
買賣雙方，而商用辦公室租
賃資訊具有商業交易上之重
要參考價值，應仍由不動產
經紀業負租賃登錄義務，爰
修正第一項。

第二十九條 經紀業違反本條
例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九條 經紀業違反本條
例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一、申報登錄價格包含實際成
交價金或租金，且考量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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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

限申報、申報登錄價格或交

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七
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限
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七
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限
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易面積資訊不實者，對於資
訊揭露即時性、價格正確性
之制度核心衝擊較大，應逕
予處罰。另參考行政罰法第

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未依限申報、申報
登錄價格或交易面積資訊

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四
條之二規定者，處新臺幣

十八條：「裁處罰鍰，應審
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
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不實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三、違反第七條第六項、第
十一條、第十七條、第十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
力。」由於不動產租賃案件
之個案報酬遠低於不動產買
賣案件，若兩者處以相同罰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申報登錄價格及交
易面積以外資訊不實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鍰恐不符比例原則，爰增訂
第一項第二款。
二、衡量租賃案件中申報登錄
價格及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

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
四項或第八條第四項者，
應予停止營業處分，其期

實者，其對於申報登錄制度
影響程度相對較輕，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始

二項、第二十四條之二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違反第七條第六項、第

間至補足營業保證金為止
。但停止營業期間達一年
者，應廢止其許可。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

予處罰之，並改處較輕罰鍰
，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三、原第二款刪除「第一項、
」、「或」等文字，未修正

十一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六、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
四項或第八條第四項者，
應予停止營業處分，其期
間至補足營業保證金為止
。但停止營業期間達一年
者，應廢止其許可。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
處罰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
正者，應按次處罰。

、第二款或第三款處罰並限
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應
按次處罰。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十四條之二及本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另定之。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
、第二十四條之二的罰則，
並配合前兩款之增訂，移列
至第四款。
四、原第三款、第四款因新增
第二款、第三款，遂調整至
第五款、第六款。
五、配合第一項各款之調整，
修正第二項。
六、原條文第三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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