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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181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鑒於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於
2017 年 11 月 28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隔年 6 月 27 日生
效實施，惟現行租賃法制度仍有租賃糾紛裁罰產生漏洞、調
處機制未具效果、租屋黑市仍未改善之相關問題。為健全租
賃市場，並使租賃糾紛機制發揮效果，爰提出「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保障弱勢之租屋
族群，落實居住正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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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以來，條文內容雖規範雖就出租人及承租人之契約關係進
行規範，然仍偏重於包租代管服務產業之扶植，對於權利義務、租賃糾紛處理及租屋市場資訊透明
等目標仍有待改善，爰擬具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落實出租人於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催告應定相當期限，始得提前終止租賃
契約，以保障承租人權益。（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於承租人欲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時，刪去各款情事須達「致難以繼續居住」之不必要規定，以保
障承租人終止契約之權利。（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考量不動產糾紛之調處救濟管道多為處理不動產分割、買賣等情形，為使租賃糾紛處理機制周
全，增訂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租賃爭議調解之管道。（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四、基於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提出之租賃爭議調解管道，關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租賃爭議調
解委員會之組成、程序、救濟、調解書之製作等進行規定。（修正調問第十六條之一、第十
六條之二、第十六條之三、第十六條之四、第十六條之五）
五、為改善租屋黑市之現況，租屋相關資訊應予登錄並公開。（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六、為使出租人及承租人遵守租賃有關規範，爰規定違反《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時，置有相關裁罰法令依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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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十條

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

第十條

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

一、原本條文係不可歸責於出

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
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

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
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

租人之租金給付遲延之法定
終止事由，惟與民法第四百

要求任何賠償：
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

要求任何賠償：
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

四十條條第一項之母法相比
，租賃專法僅規範催告之要

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
當之賠償。

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
當之賠償。

件，卻未同民法規定出租人
得定相當期限之催告，致使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
，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出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
，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

實務上出現出租人未定期限
而逕自命無力給付租金之出

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
繳。

告仍拒繳。
三、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

租人搬遷，顯有限縮對承租
人保障之虞。

三、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
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

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
他人。

二、為使條文規範明確化，爰
修正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文

他人。
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

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
要收回。

字，規定出租人之催告行為
應係定相當期限之催告，以

要收回。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
終止租賃契約。

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
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

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
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

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
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一、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一、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

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
終止前三十日。

終止前三十日。
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

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
者，於終止前三個月。

條

文

說

明

保障弱勢承租人之權益。
三、第二項未修正。

者，於終止前三個月。

第十一條 租賃期間發生下列
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提前

第十一條 租賃期間發生下列
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

一、於租屋之實務上，出租人
與承租人產生租賃糾紛之際

終止租賃契約，且出租人不
得要求任何賠償：

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
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

，常有承租人因本條所規範
致難以繼續居住之條文要件

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
期療養之需要。

何賠償：
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

，須負相關舉證義務，而於
租賃糾紛中居於弱勢。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
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

期療養之需要。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

二、又本條各款之規範明確，
保留難以繼續居住之要件實

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
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
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

屬不必要之規範文字，爰刪
除本條第一項不合宜之字句

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以保障承租人終止契約之

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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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
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

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
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

繼續居住。
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

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
繼續居住。

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
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
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
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

承租人依第一項各款或
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

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承租人依第一項各款或

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
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

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
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

通知出租人。

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
通知出租人。

權利。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六條 住宅租賃爭議，出
租人或承租人得向直轄市或

第十六條 住宅租賃爭議，出
租人或承租人得向直轄市或

一、我國當初設計不動產糾紛
之調處內容，應為大型的不

縣（市）政府申請調解，並
免繳調解費用。

縣（市）政府申請調解，並
免繳調解費用。

動產糾紛，如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六項明定依法得

前項住宅租賃爭議調解
事件之受理、程序進行及其

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物等情
形。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二、為使租賃糾紛處理機制周
全，爰增訂第二項制訂專屬
租賃糾紛調解委員及辦法，
以解決住宅租賃糾紛之問題
。

第十六條之一

直轄市、縣（

一、本條新增。

市）政府應設租賃爭議調解
委員會，置委員七名至二十

二、本條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五條制定之，直轄市及

一名。
前項租賃爭議調解委員

縣（市）政府，應設租賃爭
議調解委員會，置委員七名

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

至二十一名，以解決租賃糾
紛。並明定委員任一性別比

第一項租賃爭議調解委
員會之組織、會議及其他相

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三、授權直轄市或縣（市）政

關事項，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定之。

府訂定租賃爭議調解委員會
之相關辦法。

第十六條之二 調解程序，於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他適當之處所行之，其程序
得不公開。

四十五條之一制定之，保障
調解之程序為不公開事項及

調解委員、列席協同調

規範調解委員及其他參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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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及其他經辦調解事務之
人，對於調解事件之內容，

解程序之相關人員應保守秘
密，以保障租賃雙方當事人

除已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
秘密。

之權益。

第十六條之三 關於住宅租賃
爭議之調解，當事人不能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意但已甚接近者，調解委員
得斟酌一切情形，求兩造利

四十五條之二制定之，為確
保租賃雙方當事人之爭議得

益之平衡，於不違反兩造當
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依

以解決，爰賦與調解委員於
兼顧兩造利益之平衡下，提

職權提出解決事件之方案，
並送達於當事人。

出解決之方案，並應經過半
數調解委員之同意。

前項方案，應經參與調
解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並記
載第十六條之五所定異議期
間及未於法定期間提出異議
之法律效果。
第十六條之四

當事人對於前

一、本條新增。

條所定之方案，得於送達後
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

二、本條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五條之三制定之，明定

議。
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

調解委員所送達之調解方案
，經通知租賃雙方當事人後

者，視為調解不成立；其未
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者，

，若未於十日內提出異議者
，則視為依照調解方案成立

視為已依該方案成立調解。
第一項之異議，租賃爭

。

議調解委員會應通知他方當
事人。
第十六條之五 調解成立者應
作成調解書。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調解之內容有明確之

前項調解書之作成及效
力，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依據及效力，爰參照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六條，增訂第

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
定。

十六條之五，規定調解一經
成立即應做成調解書，並準
用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五
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確
保調解結果與民事確定判決
有同一之效力。

第三十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
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

第三十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
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

一、我國自 2011 年通過實價
登錄地政三法，要求地政士

將其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

將其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

、不動產經紀人或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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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之相關資訊，提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租賃住宅之相關資訊，提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人應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向主管機關申報實

並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

。
前項資訊類別、內容、

價登錄；復於 2020 年底於
立法院三讀通過實價登錄

前項資訊類別、內容、
提供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提供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2.0，進一步強化門牌、地
號完整揭露等相關資訊。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之。

二、惟針對租屋亦有實價登錄
之相關規定，卻僅限於透過
房仲成立之契約方有填寫之
義務及裁罰效力。
三、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參酌
不動產經紀條例第二十四條
之一規定，規定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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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資訊申報實價登錄，以使
租屋資訊透明化，以反映真
實租屋市場價格。

第三十八條之一

住宅租賃契

一、本條新增。

約，出租人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五條第一項公告之應

二、現行租賃契約關係區分為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

約定或不得約定事項者，除
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

係及適用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之非消費關係，

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
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致使租賃法體系之適用產生
區別。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

三、具消費關係之租賃關係若
違反《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則得依照消保法第五十六條

並得按次處罰。

之一開罰；但若為非消費關
係之租賃關係者，則係依《
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
約定事項》，惟卻未置有相
關罰則。
四、為使出租人及承租人遵守
租賃有關規範，爰規定違反
《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
得約定事項》時，置有相關
裁罰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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