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政府租賃住宅服務業業務檢查紀錄表(範例) 
編號：(   )年度第      號 

檢查時間 受檢對象 營業地址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公司 

分設營業處所 

 

營業情形： 

1. 口營業中 

2. 口未營業 

3. 口停業中 

經營項目： 

1. 口代管 

2. 口包租 

設立登記情形： 

1. 口已領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2. 口已領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 

3. 口未完成分設營業處所登記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1. 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租賃住

宅服務業者名稱。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3 條 

口是 口否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有無原許可/原登記事項變更而未申請變更許可/

變更登記之項目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1 條 

口有 口無 

未變更許可項目：_________________ 

未變更登記項目：_________________ 

3. 是否僱用具備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者從事包租

代管業務。 
口是 口否 

僱用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已備查____名、

未備查____名(專任____名、兼任____

名)、未具資格人員名單：__________。 

 

同時受僱 2 家以上業者之專任人員名

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是否置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至少 1 名。 口是 口否 

5. 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是否受僱於 2 家以上租賃

住宅服務業。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5 條 

口是 口否 

6.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到職或異動是否報請所在地主

管機關備查。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1 條 

口是 口否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到職或異動未備查名

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代管業是否與房東簽訂「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

書」後始執行業務。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8 條 

口是 口否 

口無代管業務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包租業是否與房東簽訂「租賃住宅包租契約書」始

刊登廣告及執行業務。 

口是 口否 

口無包租業務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包租業與房客簽訂轉租契約時是否提供「住宅租賃

標的現況確認書」及「房東同意轉租文件」，並於

轉租契約書載明「包租『標的範圍』、『租期』及

『得終止包租契約之事由』」。 

口是 口否 

口無包租業務 

10. 包租業與房客簽訂轉租約後 30 日內是否將「轉租

『標的範圍』、『租期』及『房客資訊』」書面通

知房東。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9 條 

口是 口否 

口無包租業務 



11. 房東提前終止包租契約，包租業是否於知悉終止

之次日起 5 日內通知房客終止轉租契約，並協調

「返還租賃住宅」、「執行屋況及附屬設備點交事

務」、「退還預收租金」、「退還押金」、「協助

房客優先承租其他租賃住宅」事宜。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0 條 

口是 口否 

口無此情事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下列文件是否指派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簽章： 

(1) 委託管理契約書   (4) 點交證明文件 

(2) 租賃契約書       (5) 租/押金/費用收據 

(3) 標的現況確認書   (6) 退還租/押金證明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2 條 

口是 口否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簽章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者非專任人員名單：___________ 

13. 是否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及其網站揭示下列文件

資訊： 

(1) 租賃住宅服務業/分設營業處所登記證 

(2) 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3)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 

(4) 代管費用收取基準及方式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3 條 

處所： 

口是 口否 

 

網站： 

口是 口否 

處所未揭示文件：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未揭示資訊：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管費計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 

14. 是否於廣告、市招及名片明顯處標明加盟店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6 條 

口是 口否 

口無加盟 

 

15. 每季結束後 15 日內是否報送代管、包租、轉租租

賃住宅案件之相關資訊。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4 條 

口是 口否 

檢查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檢查過程中受檢對象是否規避、妨礙或拒絕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5 條 
口是 口否 

 

17. 其他： 

 

業者具結：前列檢查項目、結果及紀錄與事實相符，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並無不法行為，特此具結。 

具結人(即受檢對象代表)： 

口負責人                     (簽章)   口現場工作人員(職稱：      )                    (簽章) 

 

○○○政府 

檢查人員：                           (簽章)     會同人員：                           (簽章) 

聯絡電話：                  傳真/E-mail：                     地址： 

附註： 

一、 「檢查結果」如有不符合規定者，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敘明不符之情形或態樣。 

二、 本表 1 式 2 份，適用實地執行業務檢查，1 份當場交付受檢對象代表(如拒絕簽章時，則由檢查人員

攜回以雙掛號郵寄)，並告知業者本紀錄表內容若經主管機關認定違法將受罰。 

 



_____________政府查處非法經營包租代管業務者紀錄表(範例) 

編號：(   )年度第      號 

檢查時間 受檢對象 查核地址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營業情形： 

1. 口營業中 

2. 口未營業 

3. 口籌備中 

經營項目/行為： 

1. 口代管 

2. 口包租 

設立登記情形： 

1. 口未申請許可 

2. 口許可後逾 3 個月未辦妥公司登記 

3. 口辦妥公司登記後逾 6 個月未領得登記證 

4. 口廢止許可      6.口撤銷許可 

5. 口註銷許可      7.口其他__________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1. 租賃條例施行(107 年 6 月 27 日)前是否已經營/從

事租賃住宅包租代管業務 

【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40 條、第 41 條 

口是 口否 

 

2. 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營業處所，其外觀、市招、櫥

窗、看板、名片及廣告之內容，有明顯從事包租代

管業務之徵象，並足以使不特定多數人認知其為從

事包租代管業務者。 

口是 口否 

 

3. 未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行為人，以看板、名片或廣

告等足以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之方法，為從事包租

代管業務之表示或表徵者。 

口是 口否 

 

4. 簽署租賃住宅委託管理、住宅包租、住宅轉租契約

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者。 
口是 口否 

委託管理標的： 

包租/轉租標的： 

5. 代收租賃住宅租金、押金、相關費用或開立相關收

據者。 
口是 口否 

 

6. 代為處理租賃住宅或其附屬設備(設施)之日常修繕

維護等事宜。 
口是 口否 

 

7. 提供解說「住宅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或相當於該

確認書者。 
口是 口否 

 

8. 收取租賃住宅代管費者。 口是 口否  

9. 登記營業項目為「不動產租賃業」、「住宅及大樓

開發租售業」，卻將非自有之住宅轉租予第三人。 
口是 口否 

 



10. 登記營業項目為「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不動

產仲介經紀業」，卻協助所有權人向承租住戶代

收租金、押金、相關費用。 

口是 口否 

 

11. 最近一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執行業務所得有案，

足以辨識其為從事包租代管業務者。 

口是 口否 

口未查證 

 

12. 其他具有明顯經營包租代管業務之事證者。 口是 口否  

13. 檢查過程中受檢對象是否規避、妨礙或拒絕 口是 口否  

14. 其他： 

 

業者具結：前列檢查項目、結果及紀錄與事實相符，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並無不法行為，特此具結。 

具結人(即受檢對象代表)： 

口負責人/行為人                 (簽章)    口現場工作人員(職稱：     )                 (簽章) 

 

○○○政府 

檢查人員：                           (簽章)      會同人員：                          (簽章) 

聯絡電話：                傳真/E-mail：                  地址： 

附註： 

一、 「檢查結果」如有不符合規定者，檢查人員應於「備註」敘明不符之情形或態樣。 

二、 本表 1 式 2 份，適用實地執行查處作業，1 份當場交付受檢對象代表(如拒絕簽章時，則由檢查人

員攜回以雙掛號郵寄)，並告知業者本紀錄表內容若經主管機關認定違法將受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