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1年 1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141 號公告頒行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86次委員會議通過）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契約審閱

期間至少為 3日） 

出租人簽章： 

承租人簽章： 
 

 

 

 

 

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 

 
 

 

 

 

 

 

 

 

 

 

內  政  部   編 

中華民國 91 年 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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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承租人      茲為房屋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

條款如下： 

第一條  房屋標示及租賃範圍 

房屋標示： 

所

有

權

人 

縣 

市 

市

區 

鄉

鎮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地

下

室 

 建築

物完

成日

期 

租賃 

範圍 

面

積 
（平

方公

尺） 

建 

號 

權

利 

範

圍 

有無設定抵押

權、查封登記

或其他物權之

設定 

有無租

賃或占

用之情

形 

備

註 

           民國  

年 

 月 

 日 

主建

物 

      

附屬

建物 

  

共用

部分 

   

車位：地上（面、下）第 層□平面式□機械式□坡道式□升

降式停車位編號第  號車位。 

租賃範圍： 

房屋□全部□   樓□房間   間□第   室。 

車位□全部□     （□日間□夜間）。 

其他：                      。 
第二條  租賃附屬設備 

除另有清單外，租賃之附屬設備有： 

□電視 台□冰箱 台□冷氣 台□沙發 組□床組 套□窗簾

＿組□燈飾 件□梳妝台 件□電話 具（號碼： ）□熱水器 台

□排油煙機□流理台□瓦斯爐□天然瓦斯／桶裝瓦斯□其他  。 

第三條  租賃期間 

租賃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四條  租金約定及支付 

每月應繳月租金新台幣 元整，並於每月 日前支付，承租人

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絕，出租人亦不得任意要求調整租金。 

第五條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擔保金新台幣 元整。承租人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給付出租

人。 

前項擔保金，除有第十六條之情形外，出租人應於租期屆滿，

承租人交還房屋時返還之。 

第六條  押租金方式給付租金 

押租金新台幣 元整。承租人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給付出租

人；押租金給付後，承租人□應另支付租金、□擔保金。□不另支付租金、□擔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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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押租金，出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承租人依約履行債務並交

還房屋時無息返還之。 

第七條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租賃期間，使用房屋所生之相關費用： 

一、公共基金：□由承租人負擔□由出租人負擔□      。 

二、管理費：□由承租人負擔□由出租人負擔□      。 

三、租賃契約成立前應繳之相關費用由出租人負擔；租賃契約成立

後公共基金由□承租人□出租人負擔。 

第八條  稅費負擔 

本租賃契約有關稅費、代辦費，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人負擔。 

二、承租人營業所須繳納稅捐由承租人自行負擔。 

三、銀錢收據之印花稅由出租人負擔。 

四、簽約代辦費，新台幣 元□由出租人□由承租人□由雙方當事

人平均負擔。□  。 

五、如辦理公證，其代辦費新台幣 元。□由出租人□由承租人□

由雙方當事人平均負擔。□ ＿。 

六、公證費，新台幣 元□由出租人□由承租人□由雙方當事人平

均負擔。□  。 

七、仲介費，新台幣 元□由出租人□由承租人□由雙方當事人平

均負擔。□  。 

八、其他：              。 

第九條  使用房屋之限制 

本房屋係供     之使用。 

承租人同意遵守住戶規約，不得違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

影響公共安全。 

未經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將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

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第十條  修繕及改裝 

房屋損壞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承租人□出租人負責修繕。 

房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經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得依相關法令

自行裝設。 

前項情形承租人返還房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 
第十一條  承租人之責任 

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如違反此項義務，致

房屋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房屋部分滅失 

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房屋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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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 

前項情形減少租金無法議定者，承租人得終止租賃契約。 
第十三條  租期屆滿 

本契約，□承租人□出租人於期限屆滿前，□不得□得終止租

約。 

依前項約定期前終止租約者，應於□二星期前□一個月前□   

月前通知之。 
第十四條  租賃物之返還 

租賃契約終止時，承租人應即將房屋返還出租人，不應藉詞推

諉或主張任何權利。 

承租人未即時遷出返還房屋時，出租人每月得向承租人請求按

照月租金 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承租人及保證人不得有異

議。 
第十五條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出租人於房屋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

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

期限者，不適用之。 
第十六條  其他約定 

公證書載明金錢債務逕受強制執行時，如有保證人者，其效力

亦及於保證人。 

承租人如於租賃期滿或租賃契約終止後不交還房屋，或不依約

給付租金，或違約時不履行違約金，應逕行受強制執行。 

出租人如於租賃期滿或終止時，已收之保證金經扣抵積欠之租

金或費用後，未將剩餘部分返還者，應逕受強制執行。 
第十七條  遺留物之處理 

承租人遷出時，如有遺留物品者，任由出租人處理，其處理所

需費用，由擔保金先行扣抵，如有不足由承租人補足，承租人不得

異議。 

租賃期滿或契約終止後，承租人未返還租賃物，如有未搬離之

物件，視同廢棄物處理，清理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第十八條  送達及不能送達之處置 

出租人與承租人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

準，其後如有變更未經書面告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

局第一次投遞之日期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第十九條  出租人終止租約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終止租約： 

一、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租額，並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間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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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承租人仍不為支付者。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而為使用者。 

三、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而為使用者。 

四、承租人積欠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

額，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 
第二十條  承租人終止租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終止租約： 

一、房屋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其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經承

租人定相當期間催告，仍未修繕完畢。 

二、有第十二條第一項情形，減少租金無法議定者， 

三、房屋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時。 
第二十一條  疑義處理 

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承租人之解釋。 
第二十二條  租賃契約之效力 

本契約□應辦理公證□不辦理公證。 
第二十三條  爭議處理 

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由房屋所在地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 

二、由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 

三、除專屬管轄外，以房屋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四條  契約分存 

本契約書壹式 份，由立契約人各執乙份，以昭信守。 
第二十五條  未盡事宜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

解決之。 
第二十六條  範本之使用 

如在契約中表明使用內政部範本，而記載文字與範本不符者，

仍以原範本之文字為準。 
附件 

□所有權狀影本 

□使用執照影本 

□雙方身分證影本 

□營利登記證影本 

□其他（測量成果圖、室內空間現狀照片）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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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營利事業登記證：（ ）字第  號（公司或商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承租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營利事業登記證：（ ）字第  號（公司或商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保證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營利事業登記證：（ ）字第  號（公司或商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不動產經紀人：         （簽章） 

電話： 

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經紀人證書字號： 

指派簽章之經紀業：     （公司或商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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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注意事項 
一、契約審閱權 

房屋出租人如為企業經營者與承租人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

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承租人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消費者保

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二、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人使用、收益、他方

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四二一條）。當事人就標的物及租金為

同意時，租賃契約即為成立。故承租人為支付租金之人，出租人

為負交付租賃標的物之人。 

三、房屋標示及租賃範圍 

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

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民法第四

二三條） 

四、租賃附屬設備 

租賃標的是否包含其他附屬設備時有爭執，應由雙方互為確認，

以杜糾紛。 

五、租賃期間 

（一）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間逾一年者，應以字據訂立之，未以

字據訂立者，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民法第四二二條） 

（二）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二十年，逾二十年者，縮短為二十年。

（民法第四四九條第一項） 

六、租金約定及支付 

（一）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

無習慣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金分期支付者，於每

期屆滿時交付之。（民法第四三九條） 

（二）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

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為限。 

七、擔保金約定及返還 

土地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擔保金以不超過二個月之租金總額為

宜，超過部分，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分抵付房租。 

八、稅費負擔 

（一）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

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

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

之。（民法第四二五條） 

（二）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民法第四百二十

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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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使用房屋之限制 

（一）住戶規約之內容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規定外，尚有住戶共同

約定事項。 

（二）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

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民法第四三八條第一

項） 

（三）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

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

他人。（民法第四四三條第一項） 

十、修繕及改裝 

（一）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

（民法第四二九條第一項） 

（二）出租人之修繕義務，在使承租人就租賃物能為約定之使用收

益，如承租人就租賃物以外有所增設時，該增設物即不在出租

人修繕義務範圍。（六三台上九九） 

十一、承租人之責任 

（一）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如違反此項義務，

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四三二條） 

（二）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

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四三四條） 

十二、房屋部分滅失 

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

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前項情形，承

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得終止契約。（民法第

四三五條） 

十三、租期屆滿 

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

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四五五條） 

十四、租賃物之返還 

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

止租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四百五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先期通

知。（民法四五三條） 

十五、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

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

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民

法第四二五條） 

十六、出租人終止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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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租額，並經出租

人定相當期間催告，承租人仍不為支付者，出租人得終止租約。

（民法第四四０條第二項） 

（二）承租未依約定方法使用租賃物，經出租人阻止而仍繼續為之

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民法第四三八條第二項） 

（三）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承諾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出租人得終止

契約。（民法第四四三條第二項） 

（四）不定期之房屋租賃，承租人積欠租金除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

以上時，依土地法第一百條第三款之規定，出租人固得收回房

屋。惟該條款所謂因承租人積欠租金之事由收回房屋，應仍依

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對於支付租金遲延之承租人，

定相當期限催告其支付，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

終止租賃契約。在租賃契約得為終止前，尚難謂出租人有收回

房屋請求權存在。（四二台上一一八六） 

（五）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

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

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

額及遲延利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 

（六）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

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惟該

申請案件法院是否受理或舉證事實法院是否採認，行政機關無

從置喙。有關前揭條文所稱「已逾二期」、「達相當金額」及「相

當期間催告」等事項，應屬事實舉證，如有爭議，宜請當事人

逕循司法途徑為之。（內政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台（八六）

內營字第八六０八六四三號函） 

十七、疑義處理 

企業經營者（房屋出租人）與承租人因本契約所發生之消費爭

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規定，承租人得向

出租人、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未獲妥適處理

時，得向租賃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再

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

調解。 

十八、租賃契約之效力 

（一）近年來，國內外交流頻繁，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人際關係日趨

複雜，權益糾紛層出不窮。為確保私權及預防訴訟宜請求公證

人就法律行為或私權事實作成公證書或認證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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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賃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租賃契約書未經公證，於

租賃期間房屋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縱然出租人於房屋交付後，

承租人仍占有中，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不存在。（民法第四

百二十五條） 

（三）為保障私權及預防訴訟，訂立房屋租賃契約時不宜輕率，應由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以杜事後之爭議。 

十九、契約分存 

訂約時務必詳審契約條文，由雙方簽名、蓋章或按手印，並寫明

戶籍住址及身分證號碼，以免日後求償無門。 

二十、未盡事宜 

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此乃民法之帝王條款，其適用於任何權利行使

及義務之履行，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誠實信用原則處理。 

二十一、訂約時應先確定訂約者之身分，如身分證或駕照等身分證明

文件之提示。未成年人訂定本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允

許或承認。但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二十二、出租人是否為屋主或二房東，可要求出租人提示產權證明如

所有權狀、登記簿謄本或原租賃契約書（應注意其租賃期間有無

禁止轉租之約定）。 

二十三、房屋租賃若透過仲介業務之公司（或商號）辦理者，應由該

公司（或商號）指派經紀人於本契約簽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二十二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