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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 

房屋租賃契約書 

（110 年修訂 1版） 

□一般戶  □睦鄰戶  □優先戶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含附件)於中華民國__年__月__日公告，經出租人提供予承租人審閱 5 天以上，並詳

細審核完畢，本契約（含附件）內所有條款及雙方之權利義務內容範圍，經雙方溝通說明後

乙方完全瞭解，並確信本契約符合誠信原則無誤。 

承租人簽章： 

出租人簽章： 

 

  



 

租賃契約 - 2 

立契約書人承租人    ，出租人    【為■所有權人□轉租人(應提示經原所有權人同

意轉租之證明文件)】茲為承租人向出租人承租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房屋租賃事宜，雙方同意

本契約條款如下： 

承租人充分認知並瞭解出租人已將房屋信託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兆豐銀行），兆豐銀行基於信託關係為出租人受託管理房屋之行為，不構成對承租人之任何

聲明、擔保或其他責任，房屋所涉及之廣告行銷、工程設計與施工、營造品質、完工保固、

鄰損、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等相關責任悉由出租人負責，且承租人同意出租人得將承租人

之姓名、承租房屋(含戶號)資料提供予兆豐銀行作為承租戶資料管理。 

第一條 房屋租賃標的 
一、房屋標示： 

(一)門牌__市__區__路__巷__號__樓之__ 

(基地坐落:  段   地號。)。 

(二)專有部分建號__，權利範圍   ，面積共計  平方公尺。 

1.主建物面積： 

__層__平方公尺，共 計__平方公尺，用途:。 

2.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__平方公尺、雨遮面積__平方公尺。 

(三)共有部分建號______，權利範圍______，持分面積______平方公尺及建號

______，權利範圍______，持分面積______平方公尺。 

(四)■有□無設定他項權利，若有，權利種類：   。 

(五)□有■無查封登記。 

二、租賃範圍： 

(一)房屋■全部□部分：第__層■房間   間，面積__平方公尺(如附件 5「房屋位

置格局示意圖」標註之租賃範圍)。 

(二)租賃附屬設備： 

■有□無附屬設備，詳如後附件 4「附屬設備清單」。 

(三)其他：本契約簽訂後，承租人於租賃期間，不得向出租人要求更換租賃標的。 

第二條 租賃期間 

租賃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關

係即行消滅，無民法第 451 條之適用。自本契約之簽訂日起，雙方間即發生租賃關

係。 

第三條 租金約定及支付 

一、承租人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        元整(含管理費)，每期應繳納一個月租金，

第一期租金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給付予出租人，第二期以後之租金並於每▓月 1

日前支付（如遇星期例假日時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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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契約簽訂後，如房屋租金費率依出租人與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簽訂之興建營運

契約約定調整時，調整後之新費率應於公告後 30日實施，自實施日起，應以調整後

之新費率計付租金；而公告實施日起租賃期間屆滿前之租金仍以原租金費率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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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租人逾期不繳者，應依下列約定加收懲罰性違約金，絕無異議： 

(一)逾本條第一項所定繳款日期繳納未滿 1 個月者，照該期欠額加收百分之 2。  

(二)逾本條第一項所定繳款日期繳納在 1 個月以上未滿 2 個月者，照該期欠額

加收百分之 4。 

(三)逾本條第一項所定繳款日期繳納在 2 個月以上未滿 3 個月者，照該期欠額

加收百分之 6。 

(四)逾本條第一項所定繳款日期繳納在 3 個月以上未滿 4 個月者，照該期欠額

加收百分之 8。 

四、租金支付方式：□現金繳付▓轉帳繳付：金融機構：兆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外

部，戶名：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帳號：    。由出租人委託兆豐銀行辦理租

金及管理費代繳轉帳業務，承租人並需至兆豐銀行開立活期性存款帳戶，或由承租人

自行指定辦理租金及管理費代繳轉帳作業之銀行（惟現行不接受「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中華郵政」之扣款帳戶，並請承租人事先洽詢指定銀行是否提供自動轉帳扣款

服務），並應於簽約時出具承租人指示銀行轉帳付款授權書正本 2份，授權出租人委

託之兆豐銀行得自承租人指定銀行之帳戶中自動扣款當月應繳及欠繳租金及管理費。

承租人並瞭解如承租人自行指定銀行轉帳代繳租金及管理費，承租人需另行繳納核

印費及轉帳手續費用。如承租人指定銀行之帳戶於每月 1 日有餘額不足或有其他情

事致無法轉帳代繳當月租金及管理費時，經出租人於每月 10日再進行第二次扣款仍

未成功時，出租人得依本條第三項約定加收懲罰性違約金 2%及依「出租住宅住戶管

理規則」規定執行扣 3點處分；第二次扣款仍未成功，於當月 20日進行第三次扣款，

如扣款仍未成功，出租人得再依「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規定執行扣 3點處分。次

月 1 日仍未扣款成功時，出租人得依本條第三項約定加收懲罰性違約金 4%及依「出

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規定再執行扣 3點處分，承租人絕無異議。 

五、出租人為配合政府推行無紙化政策，就租金將開立電子發票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承

租人。倘若承租人欲查詢該電子發票相關資訊，得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查詢。其次，承租人如有中獎者，出租人主

動將該中獎發票紙本以掛號方式郵寄予承租人。就管理費由銀行自動扣繳後，將不另

行開立收據，且: 

(一)對於承租人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子發票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地址

等），出租人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二)承租人同意出租人得將承租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新北市政府(含城鄉發展局)、

提供發票寄送服務之相關業者或機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物管

公司(下稱協力廠商)等第三人或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為適切提供發票寄送

服務或承租戶資料管理，出租人可自行或與協力廠商合作或使用協力廠商所

提供之服務，為核對或確認承租人之身份、完成或提供發票寄送服務之目的，

出租人亦得將個人資料揭露或提供予協力廠商作為辦理前揭事項之目的而蒐

集、利用，承租人同意協力廠商得將所需之資料揭露或提供予出租人作為辦理

前揭事項之目的而蒐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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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租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承租人得持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於

出租人營業時間向客服人員請求查詢、閱覽、複製、停止處理、停止利用或刪

除承租人之個人資料，並得就錯誤或缺漏部分請求更正或補充；本目的消失

後，出租人將自行或通知協力廠商停止使用、銷毀承租人之個人資料，但因該

出租人或協力廠商職務或業務上所需或法令另有規範者，不在此限。承租人如

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或請求該出租人或協力廠商停止處理、停止利用或刪除

個人資料，出租人將可能無法執行業務所須之必要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

供承租人相關服務或較佳之服務。 

(四)承租人所提供之個人聯絡資訊(包括但不限於 E-mail 信箱、連絡電話，日後

如有變更，應通知出租人，否則仍以本契約所載之資料為準，如因此影響承租

人之權益或發生損害，承租人同意自行承擔，與出租人無涉。 

       （承租人簽名：                   ）。 

(五)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如有)同意就本條之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約定與承

租人負連帶履行責任，如有違反，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同意依本契約第十九條

約定辦理。 

第四條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一、擔保金（押金）由租賃雙方約定:□一般戶或睦鄰戶承租人每月租金為         元

整，其擔保金（押金）為 2個月租金，金額為         元整；□優先戶承租人每

月租金為         元整，其擔保金（押金）為 1個月租金，金額為        元整

(最高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承租人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以現金或即

期支票(抬頭應為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出租人(續約及換約者延用原擔

保金(押金))。擔保金(押金)於租賃期間內，如未達本項約定數額而有不足之情

事，承租人應補足之。且承租人於租賃期間，不得主張以擔保金(押金)抵付租金。 

二、前項擔保金（押金），除有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 3目、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十二條

第四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之情形外，出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承租人交

還房屋(含戶籍遷出)且無依約應履行之債務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息返還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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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同租金帳戶)。 

3. ▓三重 2館管理費每坪 80元。管理費每月    元整。 

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費用增加者，承租人就增加部

分之金額，以負擔百分之十為限；如本費用減少者，承租人負擔減少後之金額。 

4. □其他：______。 

(二)水費：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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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______。(例如每度  元整) 

(三)電費(含分攤之公共電費)：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3. □其他：______。(例如每度  元整) 

(四)瓦斯費：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3. □其他：______。 

(五)其他費用及其支付方式：______。 

第六條 稅費負擔之約定 

本契約有關稅費、代辦費，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房屋稅、地租由出租人負擔。 

(二)銀錢收據之印花稅由出租人負擔。 

(三)簽約代辦費     元: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3. □由租賃雙方平均負擔。 

4. □其他：________。 

(四)公證費: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3. ▓由租賃雙方平均負擔即承租人及出租人各負擔______元。惟承租人於租期開

始或承租未滿 1 年申請退租者，公證費用由承租人全額負擔，並得由擔保金

(押金)內抵扣。但因租期屆滿而退租者，不在此限。 

4. □其他：________。 

(五)公證代辦費      元: 

1. □由出租人負擔。 

2. □由承租人負擔。 

3. □由租賃雙方平均負擔。 

4. □其他：________。 

(六)其他稅費及其支付方式：______。 

第七條 使用房屋之限制 

一、本房屋係供住宅使用。非經出租人同意，不得變更用途。 

二、承租人同意遵守住戶規約或管理負責人頒布之各項管理辦法或其他住戶應遵循事項，

不得違法使用，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或其他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公共

安全或居住安寧。 

三、出租人□同意▓不同意將本房屋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



 

租賃契約 - 6 

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四、前項出租人同意轉租者，承租人應提示出租人同意轉租之證明文件。 

五、如出租人或出租人委託之物業管理公司人員發現承租人實際未居住於房屋，承租人

經出租人通知立即遷入房屋之日起一個月內仍未遷入，出租人得依本契約第十四條

約定辦理。 

六、承租人充分認知並瞭解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三重 2 館部分空間未來可能設置、經營

旅館、長照或產後護理中心等附屬事業，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三重 2館共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備)，由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三重 2 館全體承租人、附屬

事業使用權人(包括且不限於旅客、消費者等)共同使用。 

七、本社區(含租賃範圍及社區內公共空間，下同)全面禁菸，乙方如經檢舉並被提報影音

檔或照片確實於社區內吸菸者，出租人將依承租人違反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規定

辦理。 

第八條 修繕及改裝 

一、房屋或附屬設備損壞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但租賃雙方另有約

定、習慣或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者，不在此限。屋內耗材如燈管、燈泡(含浴室、

客廳、房間、陽台，及烘碗機、冰箱機體內)、活性碳濾網、濾網、油杯、洗衣機內

部及隱藏之濾網、電池、遙控器等，如自簽訂本契約日起一個月內損壞而有更換之必

要者，應由出租人負責，惟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者，不在此限；一個月到期後，屋

內耗材之更換、修繕責任概由承租人負責，續租者或已逾本契約簽約日一個月以上申

請換約者，亦同。 

二、前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如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繕時，承租人得自

行修繕並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第三條約定之租金中扣除。 

三、房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承租人應經出租人同意，始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設，但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且承租人改裝設施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自行負責修繕。 

四、前項情形承租人返還房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現況返還□其他_____。 

五、出租人為確保房屋或附屬設備之使用功能或安全，於必要時得事前通知承租人後進

入屋內檢查或進行維護修繕，承租人不得無故拒絕。 

第九條 承租人之責任 

一、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及附屬設備，如違反此項義務，致房屋或附屬

設備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承租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將房屋或附屬設備

提供第三人使用者，倘因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房屋或附屬設備毀損或滅失者，除

行為人應負責外，承租人亦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

使用、收益，致房屋或附屬設備有毀損或滅失者，不在此限。 

二、承租人就緊鄰其承租房屋之獨立出入口露台（如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有約定專用

權，惟承租人應依社區住戶規約規定負責維護管理。 

三、緩降機之設置係供該樓層人員迴避逃生使用，承租房屋設有緩降機標示者，承租人不

得撕除標誌，並應妥善保管緩降設施設備；如有違反者，出租人將以承租人違反出租

住宅住戶管理規則第七條第 2 款規定，並依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第九條第 3 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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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規定得不經警告逕行立即終止本契約。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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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房屋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

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 

第十一條 提前終止租約 

一、本契約於期限屆滿前，租賃雙方▓得□不得 終止租約。 

二、依約定得終止租約者，租賃之一方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他方，且承租人應檢具已蓋用承

租人印鑑章之退租申請書（附件 8）、房屋租賃契約書終止協議書（附件 9）及印鑑證

明正本（應最近 7日內，本人親辦免附）予出租人或親自赴出租人處所辦理本契約提

前終止相關事宜。一方未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止租約者，應賠償他方一個月(最高不

得超過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如自承租人通知終止本契約之日起，剩餘租賃天數

未滿一個月者，不適用前揭提前通知之約定，惟承租人仍應繳足剩餘天數之租金。 

三、前項承租人應賠償之違約金得由第四條之擔保金(押金)中扣抵。 

四、租期屆滿前，依第二項終止租約者，出租人已預收之租金應無息返還予承租人。 

五、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請退租或提前終止本契約後，在未全數清償積欠租金、水、電、瓦

斯、管理費、清除廢棄物費用、損害賠償或違約金、公證費等前，承租人不得再申請

承租、續租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 

第十二條 房屋之返還 

一、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時，承租人應即將房屋返還出租人並遷出戶籍或其他登記。 

二、前項房屋之返還，應由租賃雙方共同完成屋況及設備之點交手續，房屋或設備如有損

壞，依本公司報價之修復金額支付予出租人，亦可自費自尋廠商修復，以恢復承租點

交時原狀為準。租賃之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

成點交。 

三、承租人未依第一項約定返還房屋時，出租人得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房屋期間之相當

月租金額外，並得請求相當月租金額一倍(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之違約金至

返還為止。 

四、前項金額及承租人未繳清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租金、逾期違約金、房屋或設備

毀損之賠償或修繕費用)，出租人得由第四條之擔保金(押金)中扣抵。 

第十三條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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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對於受讓人

仍繼續存在。 

二、前項情形，出租人應移交擔保金（押金）及已預收之租金與受讓人，並以書面通知承

租人。 

三、本契約如未經公證，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前二項之約定。 

第十四條 出租人終止租約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於終止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承租人終止租約，且

除第五款事由外，承租人自本契約終止之日起兩年內，不得再申請承租新北市中和

館、三重 1、2、3館青年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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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並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仍不為

支付。 

(二)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而為使用。 

(三)積欠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達相當二個月之租金數額，經出租人定相當

期限催告，承租人仍不為支付。 

(四)改建、增建、搭蓋違建、改變本案房屋內部原狀或變更為非居住使用者。 

(五)承租人不符合政府機關公告之房屋申請承租資格，事後經出租人或政府機關

查證發現者；或承租人簽訂本契約後，經主管機關發現承租人或其配偶（含分

戶）或與承租人同戶籍內直系親屬有重複享受住宅資源、居住平價房屋未退租

返還；或在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市中之任一縣市，有登記任何房屋

所有權者等，經主管機關通知後，出租人得通知承租人提前終止本契約。惟承

租人因繼承而取得該房屋所有權者，不在此限。 

(六)承租人或其共同居住之家屬或其等提供使用之第三人有妨害公共安全或不法

行為者（如酗酒、鬥毆、鬧事、聚賭、吸毒、妨害風化、竊盜、收受或收買贓

物或其他不法情事），或有惡意行為者（如破壞建築結構、占用公共設施阻礙

防火逃生通道，或影響社區公共安全、安寧、衛生等問題，或對管理人員惡言

恐嚇或施報復手段）。 

(七)毀損或竊盜房屋、公共區域之財物、設備等。 

(八)拒絕出租人或出租人委託之管理人員訪視居所，檢查房屋（含設備）或核對承

租人身分。 

(九)破壞或污損出租人交付使用之租賃住宅或室內附屬各項設施（備）、公共設施

設備(包括但不限於任意傾倒阻塞物於馬桶等人為不當使用致汙廢水管道阻

塞)，經出租人或出租人委託之管理人員限期修繕而未於期限修繕完成或給付

相當之賠償。 

(十)於社區公共空間或公共設施（樓梯間、川堂、地下室等）擺放私人物品或廢棄

物，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或出租人或出租人委託之管理人員限期通知

改善未改善者。 

(十一) 承租人如有構成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附件 6）規定之情事者，而被扣點

累計達 30點或構成立即終止契約事由者，出租人得報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

局備查後，以書面通知承租人提前終止本契約。 

(十二) 其他違反本契約之情事，經出租人定期催告仍未改善者。 

第十五條 承租人終止租約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於終止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出租人終止租約： 

(一)房屋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其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未修繕完畢。 

(二)有第十條規定之情形，減少租金無法議定，或房屋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

的。 

(三)房屋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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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租人於租賃期間發生疾病或意外，有長期療養需求並提出具體事證者。 

(五)因第三人就房屋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第十六條 遺留物之處理 

一、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後，承租人之遺留物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承租人返還房屋時，任由出租人處理。 

(二)承租人未返還房屋時，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搬離仍不搬離時，視為廢棄物

任由出租人處理。 

二、前項遺留物處理所需費用，由擔保金(押金)先行扣抵，如有不足，出租人得向承租人

請求給付不足之費用。 

第十七條 通知送達及寄送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出租人與承租人雙方相互間之通知，以郵寄為之者，應以本契

約之租賃標的地址為送達地址；並得以□電子郵件▓簡訊□其他__方式為之(無約定

通知方式者，應以郵寄為之)，惟承租人欲提前終止本契約，仍應以郵寄為之；如因

地址變更未通知他方或因無人收受，致通知無法到達時（包括拒收），以出租人第一

次郵遞或通知之日期推定為到達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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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其他約定 

一、本契約雙方同意▓辦理公證□不辦理公證。 

二、本契約經辦理公證者，租賃雙方□不同意；▓同意公證書載明下列事項應逕受強制執

行： 

(一)▓承租人如於租期屆滿後不返還房屋。 

(二)▓承租人未依約給付之欠繳租金、利息，或違約時應支付之金額。 

(三)▓出租人如於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時，應返還之全部或一部擔保金（押

金）。 

三、公證書載明金錢債務逕受強制執行時，如有保證人者，前項第二款之效力及於保證

人。 

四、雙方合意本契約於承租人死亡時當然終止。但承租人死亡時之配偶或承租人戶籍內

直系親屬，得自承租人死亡之日起 3 個月內檢具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除戶登記

（限 1 個月內申領者）及身分證影印本及出租人指定文件，向出租人以本契約所定

內容及切結書申請換約。但所訂新約之租期以本契約未滿之租期為限，且新約應依本

條約定辦理公證，但其公證費由新承租人依司法院公告之「公證費用標準表」全額負

擔，新承租人如有提出退租申請，出租人將不退還其公證費用，且新約到期不得申請

續約。 

五、承租人充分認知並瞭解出租人已將房屋信託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兆豐銀行），兆豐銀行基於信託關係為出租人受託管理房屋之行為，不構成對

承租人之任何聲明、擔保或其他責任，房屋所涉及之廣告行銷、工程設計與施工、營

造品質、完工保固、鄰損、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等相關責任悉由出租人負責，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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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同意出租人得將承租人之姓名、承租房屋(含戶號)資料提供予兆豐銀行作為承

租戶資料管理。 

六、本契約簽訂後，承租人不得再另行申請承租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及隨到隨辦遞補作

業。 

七、本契約不得與出租人與新北市政府城鄉局所簽訂之興建營運契約之任一條款抵觸，

如有抵觸，本契約不得對抗興建營運契約之約定。 

第二十條 爭議處理 

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向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 

(二)向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三)向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四)向房屋所在地之法院聲請調解或進行訴訟。 

第二十一條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一、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雙方各執一份契約正本。 

二、本契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三、本契約所定之權利義務對雙方之繼受人均有效力。 

 

第二十二條 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平等互惠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三條 誠信經營條款 

一、承租人知悉出租人之人員有要求或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行為時，應立即據實

將此等人員之身分、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出租人，並提供相關證

據且配合出租人調查。出租人如因承租人提供或承諾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行為而

受有損害時，得向承租人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予承租人之款項中如數扣除。  

二、承租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包括但不限於承租人或其負責人對他人行賄、收

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或涉嫌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等），出租人得隨時無條件終

止或解除本契約。 

三、承租人如涉及違反企業社會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勞工權益保障、環境維護、消費者保

護等），對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響時，出租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附件 

1.建物登記謄本影本 

2.承租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代理人簽約同意書 

4.附屬設備清單 

5.房屋位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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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 

7.室內空間、設備現狀照片 

8.退租申請書 

9.房屋租賃契約終止協議書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姓名(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承租人： 

姓名(名稱)：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代理人： 

姓名(名稱)：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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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建物登記謄本影本 

 



租賃契約書附件 2 –承租人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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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承租人身分證影本 

 



租賃契約書附件 3 –授權代理人簽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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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承租人授權代理人簽約同意書 

 



租賃契約書附件 4 –附屬設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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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屬設備清單 

 



租賃契約書附件 5–房屋位置格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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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房屋位置格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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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出租住宅住戶管理規則 

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之承租戶為維護三重 2館社區（以下簡稱本社區）住戶的共同利

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之共同遵守事項，除本社區住戶規約外，並訂定本管理規則條款如

下： 

第一條、 除本社區住戶規約或管理負責人另有規定外，本社區之公共設施使用權益屬於

全體住戶及承租戶（包括且不限於承租人、與承租人共同居住、共同生活之家

屬及經承租人同意使用本社區之第三人，下同），任何承租戶或其他個人均不

得有侵占、損毀或有妨礙其使用效益之行為。 

第二條、 為維護本社區之外觀完整，承租戶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 

1、 不得更改住宅之架構及增設附加物、搭建違章建築。 

2、 2 樓以上不得於住宅外設置或懸掛招牌、張貼廣告。 

3、 不得於窗戶外裝設鋁窗、鐵窗、花架或將陽臺推出；不得於陽台、窗戶、

雨遮放置未固定具掉落危險之盆栽器物或其他物品者，以免意外掉落造成

損害。 

第三條、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翔公司）或其所委託之物業管理公司人員

（下稱管理單位）為辦理維護修繕或勘查之需，必須進入或使用承租戶之屋內

者，承租戶應配合辦理。 

第四條、 日翔公司或管理單位訪視承租戶，承租人應配合檢查本案出租住宅或核對承租

人身分。且承租戶不得有下列任一行為： 

1、 將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2、 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3、 未依租約約定如期繳清租金(含管理費)。 

第五條、 為維護本社區形象及安全，提昇居住品質，承租戶遷入（出）時應遵守本社區

規約暨各項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六條、 為維護本社區之環境整潔、美觀，承租戶應予遵守下列各款規定： 

1、 本社區燃料以天然瓦斯為主、電力為輔，承租戶不得使用瓦斯筒、煤炭、

柴油、重油、石油、木柴等燃料。 

2、 不得隨地吐痰或拋棄果皮、紙屑、煙蒂、廢棄物、垃圾或放置任何空箱；

不得自高處丟棄任何物品或垃圾。 

3、 不得任意堆置容易造成積水滋生蚊蠅、衛生問題之器皿、輪胎等物件。  

4、 不得隨地便溺或進行其他不檢行為。 

5、 本社區內外公共場所或非曬衣陽臺之臨時範圍處所，不得曬衣物及堆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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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品。 

6、 不得在自家大門、庭院、通道、本社區公共空間或其他禁止停車地點停放

車輛及腳踏車。 

7、 不得於本社區公共空間或公共設施（走廊、樓梯間、川堂、地下室等）擺

放私人物品或廢棄物，致使通道阻塞或妨礙其他住戶使用公共空間或公共

設施、通行等。 

8、 搬移傢俱用品進出居住所或本社區公共空間時，勿破壞牆壁、電梯、門扇、

天花板、燈飾、消防器材等公共設備，如有損壞，應自行修復回復原貌及

其功能。 

9、 本社區全面禁菸，不得在本社區公共空間及租賃範圍吸煙。 

10、 飼養、攜帶寵物應善盡照顧之責（如不得未處理便物），不得發生傷害他

人、干擾安寧等情形，並應遵守本社區規約有關飼養寵物之規定。寵物

如有破壞公共空間及室內附屬設備，應負恢復原狀或賠償之責任。 

11、 不得在窗台懸掛衣物、放置滴水花盆或衣物致使水滴滴落屋外。 

12、 不得在本社區公共空間任意張貼或投遞未經管理單位同意之文宣傳單。 

13、 垃圾丟棄前應確實做好分類，並應依本社區垃圾處理規定丟棄。 

14、 頂樓及露臺屬公共區域，除管理單位公告之活動外，承租戶不得私自栽

種花木或蔬果；不得私自在頂樓野餐、烤肉，造成污染、髒亂，亦嚴禁

在頂樓嬉戲、追逐、攀爬，以免造成危險。 

15、 不得任意使自家冷氣機滴水達一週仍未改善。 

16、 不得有人為使用不當致污廢水管道阻塞行為（例如：任意傾倒阻塞物於

馬桶等）。 

17、 汽車、機車、自行車(以下合稱｢車輛｣)，應各自停放於所屬之停車位種

類，即汽車停車位僅限停放汽車或重型機車；機車停車位僅限停放機車；

自行車停車位僅限停放自行車。且每一停車位僅限停放一台車輛，亦不

得堆(放)置任何其他物品(含學步車、推車、安全帽等)。 

18、 因搬家、送貨、裝潢、修繕等情事而有臨停之需求，承租戶應事先向管

理中心申請並僅得將車輛停放於「暫停車位」或管理中心人員指定之車

位，且停放時間以三十分鐘為限，如未事先申請或逾前揭時間未駛離，

日翔公司、管理單位或管理中心得於車輛上張貼「違規通知單」以示警

告。 

19、 不得存放積放垃圾、廢物、散發刺鼻味之化學物品或惡臭等物品。 

第七條、 為維護本社區之安全設施，承租戶應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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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私自接用公共水電（例如：庭院、頂樓）並注意水電安全。  

2、 不得移除本社區原有之消防保全設備（例如：滅火器、監視器、緩降機及

其標誌等）以維公共安全。  

3、 使用電力不得隨意超過負荷，為用電安全非經管理單位許可，並經電力公

司安全檢查出具證明，承租戶不得加裝電線、電管。 

4、 不得任由家中幼童玩耍電梯、消防栓等公共安全設施（備）。 

5、 不得有損毀或竊盜本社區公共財物、消防設施（備）、住戶物品及危及公

共安全等行為。 

6、 不得在本社區公共空間（係指非本社區指定之地點）燃燒物品（包括且不

限於金紙）。 

7、 承租戶於高處不得拋擲物品，致有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破壞環境之虞。 

第八條、 為維護本社區之公共秩序，承租戶應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1、 凡易燃、易爆、有毒、嚴重影響其他住戶居住品質之異味或其他任何危險

物品，不得存放或運入本社區，以維公共安全。  

2、 不得在室內陽臺及中庭等區域燃放鞭炮或焚燒冥紙、紙張、衣物或其他發

煙物品，以免引發火警；管理負責人公告指定位置焚燒紙錢或社區普渡祭

祀活動不在此限。  

3、 不得在本社區經營色情、違法、危及公共安全或違反公序良俗等行業。  

4、 未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同意，不得招呼小販或推銷人員進入本社區

販賣物品，或投遞廣告物於社區住戶信箱；不得於本社區作為團購取件之

地點或藉此請物業管理人員轉交物品。  

5、 遵守本社區管理規則及住戶規約，並配合管理人員執行安全勤務。  

6、 承租戶應負維護社區安寧義務，不得於晚上十點至翌日早上九點之期間，

發生寵物吵鬧、兒童嬉戲、家庭聚會、彈奏樂器、歌唱、電視音響、施工

發出噪音或其他行為製造聲響，妨礙他人安寧；經日翔公司或管理單位規

勸無效者，其他住戶、日翔公司或管理單位得向主管機關報案處理。  

7、 需配合參與不定期防災演習訓練，共同監督公共安全；若遇緊急事件，務

必通報相關管理單位。  

8、 不得隨意抽取其他住戶信箱內私人信件、文宣廣告傳單。 

9、 承租戶不得有妨害公共安全或不法行為（例如：攜帶毒品、刀械、槍彈

違禁品、酗酒、鬥毆、鬧事、聚賭、吸毒、妨害風化、竊盜、收受或收

買贓物或其他不法情事），或有惡意行為者（例如：破壞建築結構、占用

公共設施阻礙防火逃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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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租戶不得有妨害公共秩序之行為(例如:家暴、自裁等不理性行為或涉

及民事刑事，致有關單位至社區關切處理)。 

第九條、 違規處分：承租戶如有違反本管理規則之情事者，由管理單位依本條規定執行

扣點等處分，承租戶不得聲明異議。 

1、 執行扣點等處分之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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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扣點等處分之標準如下： 

(1) 依承租戶違規情節分為預先警告、扣點、立即終止契約等三種標準。 

(2) 承租戶同一情事違規警告一次仍未改善者，管理單位得發函執行累計

扣點。 

(3) 承租戶同一情事違規經溝通或警告雖已改善，如再次違規得不經警告

逕行發函執行扣點。 

(4) 承租戶違規情節重大，管理單位得不經警告發函執行累計扣點或經報

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備查後逕由日翔公司通知立即終止租約。 

3、 違規依據： 

(1) 承租戶違反本管理規則第四條第 3款、第六條第 5、6、7、10、11、

12、13、17、18款之任一規定者，經警告一次未改善，得按次數執行

扣三點累計。 

(2) 承租戶違反本管理規則第六條第 2、3、4、15、19款、第七條第 4款

之任一規定者，經警告一次未改善，得按次數執行扣四點累計。 

(3) 上述情事經勸導改善後如再次違反得不經警告逕行執行扣點。 

(4) 承租戶違反本管理規則第二條第 2、3款、第六條第 8、9、14 款、第

七條第 1、7款、第八條第 2、4、5、6、7、8、10款之任一規定者，

得不經警告即按次數執行扣五點累計。 

(5) 承租戶違反本管理規則第二條第 1款、第三條、第四條第 1、2款、

第五條、第六條第 1、16款、第七條第 2、3、5、6款、第八條第 1、

3、9款之任一規定者，得依租約第十四條終止租約。 

(6) 如日翔公司或管理單位人員發現承租人實際未居住於其所承租本社區

房屋，承租人經日翔公司或管理單位通知立即遷入該房屋之日起一個

月內仍未遷入，視為承租人違反本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日翔公司得

依租約第十四條終止租約，承租戶絕無異議。 

4、 終止租約或不得申請承租標準： 

(1) 依本條規定，承租戶如被扣點累計達 30 點者或構成立即終止租約事

由者，日翔公司於報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備查後，得發函通知承

租人立即終止租約。該承租人經終止租約之日起兩年內，不得再申請

承租新北市中和館、三重 1、2、3館青年社會住宅，承租戶不得異

議。租約到期時之扣點累計達 15點以上(含)者，不得續約。 

(2) 記扣點項目由管理單位每月登記，點數併入每戶之累計點數中，累計

點數若已達前目規定之標準，應由日翔公司報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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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備查後終止租約。且日翔公司、承租戶應依租約中租賃物返還條款

執行。 

(3) 承租戶如已辦理退租及點交程序，應負擔之水、電、瓦斯費、管理

費、遺留物品處理、公證等費用、租金及承租房屋或其附屬設備損

壞、滅失之修繕費用或損害賠償等仍未清償，未完成清償前不得再申

請承租新北市中和館、三重 1、2、3館青年社會住宅。 

第十條、 本社區承租戶需遵守本社區住戶規約與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訂定之各項管

理辦法，如有違反者，除應依本管理規則規定辦理（例如：扣點）外，本社區

承租人應與行為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本管理規則未詳盡事宜，悉依租約、本社區住戶規約與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

責人訂定之各項管理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本管理規則，得由日翔公司視實際需要隨時辦理修訂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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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室內空間、設備現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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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退租申請書 
申請人      原承租 貴公司座落於新北市   區   路  號  樓之

房屋（下稱承租房屋），並於民國   年  月  日與 貴公司簽訂「新北市青年社會

住宅房屋租賃契約書」（以下簡稱租賃契約），現因申請人之個人因素，欲請 貴公司依

租賃契約於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提前終止。 

申請人明瞭並同意於申請退租之同時應繳清積欠租金(含管理費)，且同意依租賃契

約所繳納之押金計新台幣      元整，得由 貴公司逕依租賃契約約定扣除申請人應

負擔而未繳納之水、電、瓦斯費、管理費、遺留物品處理、公證等費用、租金及承租房

屋或其附屬設備損壞、滅失之修繕費用或損害賠償後，如有剩餘款項，於完成點交日後

30天內無息退還，申請人絕無異議。 

如有剩餘款項之無息退還方式： 

□ 匯款（請提供申請人或第三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填寫匯款資料） 

※帳戶名稱： 

※銀行:  

※帳號： 

※申請人明瞭  貴公司將剩餘款項匯款至前揭金融機構帳戶內，即表示 貴公司已無息退

還該剩餘款項予申請人。 

此 致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人（即承租人）：                （印鑑

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           （簽章） 

（或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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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房屋租賃契約書終止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出租人               （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乙方欲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爰經雙方合意訂立協議條款如后，以資共同遵守： 

一、 乙方向甲方承租座落於新北市    區    路  段   號   樓之房屋 （下稱承租

房屋），並於民國   年   月   日與甲方簽訂「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房屋租賃

契約書」（以下簡稱租賃契約），今乙方因故而無繼續承租之意，遂擬自民國（下

同）    年    月    日（下稱提前終止日）起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並於    年   

月   日依租賃契約第十一條約定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同意自前揭提前終止日

起，雙方之租賃關係即歸於消滅。 

二、 甲方依租賃契約第四條約定向乙方所收取之押金新台幣（下同）○○○○元整，

扣除乙方依租賃契約約定應負擔而未繳納之水費、電費、瓦斯費、復表費、管理

費、遺留物品處理、公證等費用及租金及承租房屋或其附屬設備損壞、滅失之修

繕費用、違約金及損害賠償後，如有剩餘押金，應由甲方於完成點交日後 30 天

內無息退還予乙方，惟如有不足扣除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之期限內補足予甲方。 

三、 前揭押金，由甲方按提前終止日前實際所產生之應負擔費用、積欠租金、違約金、

損害賠償等，予以結算，並開立押金結算清單予乙方，復由雙方依前條約定進行

找補，絕無異議。 

四、 乙方應將承租房屋及附屬設備回復至承租時之原狀，並應將回復原狀後之承租房

屋及附屬設備於提前終止日清空遷讓（含戶籍遷出）返還予甲方，如有未搬離之

物品或承租房屋或其附屬設備有損壞、滅失之情事，依租賃契約第九條、第十六

條約定，該毀損或滅失附屬設備，由甲方自行修繕或更換，且逕自押金中扣除該

修繕費用或損害賠償；未搬離物品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且因此所生之費用

由乙方負擔。乙方如未於提前終止日遷出戶籍者，甲方得依法代為遷出戶籍，惟

因此所生之費用或損害賠償等，應由乙方負擔，乙方絕無異議。 

五、 除本協議書另有約定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另向甲方為任何主張 或請求。 

六、 租賃契約之約定，其性質不因租賃契約終止而受影響者，該約定仍繼續有效（包

括但不限於第四條、第九條之約定）。 

七、 有關本協議書所生書面通知之送達，係以本協議書所載之地址為送達地，任一方

地址若有變更，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否則不生變更效力。任一方依約定通知地

址發送通知者，如因無法送達或遭拒收等情況，以第一次投遞日期視為送達生效

日。 

八、 本協議書如有糾紛涉訟，雙方同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專屬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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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協議書乙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持乙份為憑。 

十、 其他約定事項： 

 

立協議書人 

甲方：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                                 （印鑑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乙方之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