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2 期計畫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

公會委託專業服務案第 2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9年 2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開會地點：高雄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之教育訓練中心(高

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472號 6樓之 9) 

三、主    席：周副執行長佳音                      紀錄：蘇雅婷 

四、出席人員：內政部營建署土地組、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研訓組、

台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租賃住宅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租賃住宅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詳

簽到表) 

五、報告事項 

一、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業者申請送件方式說明。(本中心) 

(一) 業者於每月 3 號和 18 號檢送清冊予公會時，需以發文方式辦

理(無需一併檢送業者發票)。 

(二) 公會審查業者提送之清冊，若有錯誤，需由公會發文給業者

說明錯誤之處，再由業者檢附正確之清冊。 

(三) 公會於每月 5 號及 20 號提送清冊給本中心時，需以發文方式

辦理(無需一併檢送業者發票)。經本中心抽檢資料無誤者，本

中心將通知公會，請業者檢送發票。 

(四) 若經本中心抽檢資料有誤者，將由本中心發文給公會，說明

資料錯誤之處。公會再依此發文給資料有誤的業者，請該業

者檢送正確的資料給公會後，公會再行檢送至本中心。經本

中心確認無誤後再通知公會，請業者檢送發票。 

      決議：洽悉。 

 

二、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1 季執行錯誤樣態說明。(本中心) 

(一)公會端錯誤樣態： 



 

1.公會審查人未親自簽名或蓋職章，並須蓋上公會章。 

2.公會編號誤植為系統帳戶編號。 

3.檢送文件須以正本提交，並非繳交掃描檔案複印。 

(二)業者端錯誤樣態： 

1.日期填寫錯誤，請以最後資料統計日期為依據。 

2.欄位未依實際情形填寫，如:教育訓練場次。 

3.業者製表人需親自簽名或蓋職章，而非電腦繕打。 

4.教育訓練未檢附照片，且舉辦日期須為開辦後之日期。 

      決議：洽悉，並請公會確實檢核業者提送文件之正確性。 

 

三、 相關表單修正說明(本中心)。 

說明： 

(一) 業者端： 

檔名 分類大項 更新內容 

A1.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2期計畫(公會版)出租人

出租住宅申請書

_1090131 

01開發費申請 

02包管費申請 

03媒合費申請 

04代管費申請 

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

核，申請條件 4.合法建物

(2) 房屋稅單改成房屋稅

繳款書。 

D2.開發費申請清冊 01開發費申請 增加刊登編號，若有刊登

請填入編號，無則免。 

D4.媒合費申請清冊 03媒合費申請 增加刊登編號，若有刊登

請填入編號，無則免。 

D7.屋況及租屋安全檢核

表 

01開發費申請 

03媒合費申請 

屋況檢核表內容，房屋稅

單改成房屋稅繳款書。 

D25.業者每週媒合成功

案件統計表 

10其他 增加契約日期欄位，包含

簽約日及起約日。 

D26.業者執行情形每月

回報 

10其他 因應業者多次表示此表填

寫不易，因此本中心將表

格內容調整並減少欄位，



 

檔名 分類大項 更新內容 

以利業者填寫此表。 

D29.領款收據 10其他 建立房租現金支付收據。 

D16、D17包租代管賦稅優

惠清冊 

10其他 為因應各直轄市稅捐機關

之表單規定及檢送日期，

抽換為 G1~G6之內容，詳

細各直轄市執行方式請參

考【稅賦減免清冊填寫說

明】。 

(二) 公會端： 

檔名 更新內容 

E2.開發費彙整清冊 因本中心撥款以業者為單位，分別由業者申請

金額，進行撥款；因此公會端無須彙整此表。 

E3.包管費彙整清冊 因本中心撥款以業者為單位，分別由業者申請

金額，進行撥款；因此公會端無須彙整此表。 

E4.媒合費彙整清冊 因本中心撥款以業者為單位，分別由業者申請

金額，進行撥款；因此公會端無須彙整此表。 

E5.代管費彙整清冊 
因本中心撥款以業者為單位，分別由業者申請

金額，進行撥款；因此公會端無須彙整此表。 

E13、E14包租代管賦

稅優惠彙整清冊 

為因應各直轄市稅捐機關之表單規定及檢送日

期，抽換為 G1~G6之內容；公會同仁請依所屬

業者之提交內容，進行彙整造冊至本中心。 

詳細各直轄市執行方式請參考【稅賦減免清冊

填寫說明】。 

F5地方公會每週媒合

成功案件統計表 

增加契約日期欄位，包含簽約日及起約日。 

F6地方公會執行情形

每月回報 

因應業者多次表示此表填寫不易，因此本中心

將表格內容調整並減少欄位，以利業者填寫此



 

檔名 更新內容 

表。 

      決議：洽悉，相關表單更新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適用。 

 

四、 公會檢核業者開辦情形說明(各公會)。 

說明： 

依本中心與各業者簽訂之契約書第 8 條第 2 款規定及 109 年 1 月

31 日第一次工作會議討論事項(三)之決議，業者應於機關通知日

(109 年 1 月 16 日)起 15 日內(109 年 1 月 30 日)，於所得標之直轄

市內設置至少 1 處服務處，以受理民眾申請本採購案包租包管及

代租代管等工作項目之收件及現場、電話諮詢等服務，並於機關

通知日起 30 日內(109 年 2 月 14 日)設置專屬網頁。 

決議：洽悉，另請注意所設立的服務處需清楚讓民眾識別「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公會版」，且能讓民眾在此詢問包租包管及

代租代管相關資訊及受理相關申請。 

 

六、討論事項 

一、 第一季包租管案件執行績效討論案(詳附件)(各公會)。 

說明： 

請各公會就第一季(109年 1月 16日至 109年 2月 15日)案件執

行情形(含案件數、身分別等)及如何提升執行率之精進作為說

明，提請討論。 

決議： 

（一）各公會所提之執行情形及精進作為洽悉。 

（二）有關包租案件量得否流向代管案件量計算，將洽本中心法

務單位研議；案件量仍請先衝高，涉及弱勢戶及一般戶比

例亦請妥善分配。 

（三）有關各公會及業者針對租賃平台及系統使用問題，將建請

營建署向資訊廠商反應並協助優化。 

（四）有關公會反映之表單問題本中心將逐步改善，期間請公會



 

持續給予業者協助。 

 

二、 包租代管案契約書範本討論案(本中心)。 

說明： 

(一) 包租包管案－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9 月 4 日授營土字第

1080814971 號函文，檢送之「社會住宅包租契約書範本」及

「社會住宅轉租契約書範本」，並自 108 年 9 月 15 日適用。 

(二) 代租代管案－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2 月 9 日授營土字第

1080822442 號函文，檢送「社會住宅代租代管計畫委託租賃

契約書範本」及「社會住宅代租代管計畫委託管理契約書範

本」，並自 108 年 12 月 15 日起適用，並自 108 年 9 月 15 日

適用。 

(三) 有關前揭營建署訂定之包租代管案相關契約書範本，經業者

反應，契約範本內部分條文和實務操作上有落差或有執行上

的疑慮，提請討論。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意見)：有關包租代管契約書範本討論事項，

業者反應營建署訂定之包租代管案相關契約書範本，部分

條文和實務操作上有落差或有執行上疑慮，茲因本案契約

書係由營建署訂頒且尚無具體建議內容，爰本司建議在不

逾越「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住宅轉租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租賃住宅委託管

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前提下，尊重營建

署修正社會住宅適用包租代管契約書內容之權責。 

決議：有關各公會所提契約範本之建議，建請營建署攜回研議

後，再回覆本中心轉知公會知悉。 

 

三、 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討論案。(本中心) 

說明： 

(一) 依內政部地政司 107年 6月 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71304160

號發佈「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並請各地方主管單位轉知



 

業者配合。 

(二) 目前有業者反應租賃契約辦理租約公證時，契約範本內立契

約書人依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規定(略以)，「不

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

代銷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六、不動

產租賃、買賣契約書。」，惟實務操作上有落差，經紀人若

無法到場，即無法在租賃契約上蓋不動產經紀人章，致有疑

慮，提請討論。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意見)：有關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討論事項，

業者反應代租代管案件辦理租賃契約公證時，經紀人無法

到場簽章疑慮；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條規定，

不動產之租賃如委由經紀業仲介者，該不動產租賃契約書

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爰仍請業者於執行租賃仲介

業務(代租)時遵守上開規範落實簽章義務，違反者依同條

例第 2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處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

鍰。 

決議：有關各公會所提契約範本之建議，建請營建署攜回研議

後，再回覆本中心轉知公會知悉。 

 

四、 在房東與租客無異議的情況下，已媒合的資料文件是否不受 3 日

內送件的限制，提請討論。(桃園市公會提案) 

說明： 

依本中心與各公會簽訂之契約書第 8 條第 2 款第 2 目及申請案件

提交期限規定，於業者提交申請資料後 3 個工作天內，完成文件

審查。媒合期間每月 5 號及 20 號、媒合期間結束至履約期滿的

每月 5號，定期提交初審通過之案件及相關表單予機關進行複核。 

決議：依本中心與各業者簽訂契約條文第八條規定略以「…備齊

關表單文件並查驗完房東與房客之相關證明文件後，3個

工作天內提交予地方公會…」，起始日認定尚有彈性，惟

仍請業者於系統登錄 3個工作天內，提交公會進行初審。 



 

七、臨時動議 

(一) 表單流水號於申請書首頁填寫，後續頁面得以加蓋騎縫章方

式處理；公會檢送資料，如有無須檢附之表單，請於來文上

敘明無須檢附之清冊表單名稱。 

(二) 有關第一類弱勢戶（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

女），本中心已詢問相關單位之意見，如下： 

1、有訂效期之證明文件從其效期規定，超過效期需向核發

證明單位申請效期展延。 

2、若提出無訂定效期的證明，除了該證明文件外，建請再

加附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證明單（函）。 

(三) 租金價格倘超過租金水準區間表，依規定須由估價師簽註意

見，其簽證費用負擔方式，由業者與公會自行協議處理。 

(四) 另租金水準區間表之滾動式檢討，原訂於公會之工作項目

中，惟考量公會執行之困難，本階段將由本中心暫先協助完

成。 

八、下次工作會議時間：臺北市，109 年 3 月 31 日(二) 下午 2:00。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