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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宜居城市是指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協調發展，居住環
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
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宜居城市的定義是強調「在經濟條件、環境便利性的充分
滿足後，人類對於居住城市與環境生態，充分感到心靈的滿足
與和諧，具有持續並願意共存久居的意向」
，所以宜居城市不見
得一定是高度開發進步的城市，也可能是保有原始自然條件的
城市。
而評估宜居城市多以各城市的安全度、氣候、教育、醫療、
交通、機場航線國際化、包容度、文化設施及環保等指標擬定
城市排名。
臺中市氣候宜人、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兼且公共設施完
善、教育資源普及，先後天條件都足以吸引周圍縣市人口移入，
但近年不動產價格逐步提升造成購屋壓力，政府雖提供各類補
貼方案，如青年安心成家，協助民眾購屋，但房價高漲導致每
月應償還金額提高、可動用所得降低，於是造成民眾有了房子
卻不想(敢)有孩子的情況。
考量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評估宜居城市的過程除了
考量上述各種指標，在薪資凍漲情況下，如何讓人減輕生活壓
力並安心成家也是必須考量的問題。
二、研究目的
關於外來人口遷移至臺中市可能遭遇之問題，可由多種面
向切入探討，在此筆者僅由生育補助面向分析臺中市與他縣市
相較有無優勢，以及現行戶籍遷移規定對於外來人口是否簡
易，來了解目前臺中市對於外來人口之誘因程度，以為後續政
策實施及調整之參考。

~1~

貳、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一、問題之背景
近年來臺灣生育率低迷現象，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隱憂。2010
年時，我國生育率創歷史新低 0.90 人，遠低於國際人口替代水
準 2.1 個子女的標準，臺灣已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表 1 亞洲主要國家生育率

總生育率為每一育齡婦女(15~49 歲)在生育期間，所生育嬰兒之平均數。
資料來源：內政國際指標(無中國大陸 2009~2012 年統計結果)

依據內政部 103 年 9 月所公布之最新資料顯示，目前國人
平均壽命已達 79.12 歲。壽命不斷增加，生育率卻不斷降低的
情況下，
「高齡少子化」是必然的現象，不僅未來年青人扶養負
擔壓力增加，人口結構失衡的情況也會更加明顯。
二、現況
為了改善這個現象，從 2008 年起，政府由內政部統籌，衛
生福利部、勞動部與各地方政府共同執行，陸續推動各項生育
補助政策，推出了多項生育津貼或育兒津貼的補助，供民眾申
請，盼能有效提升民眾生育的意願。
自政策推動後，臺灣生育率已由 2010 年之 0.90 人逐步提
升到 2013 年之 1.07 人(2012 年因係龍年，生育率更達 1.27
人)。2014 年因應地方政府選舉，許多縣市對於生育補助更是不
吝加碼，希望能有效促進生育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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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所採行之研究方式如下：
(一)文獻參考、資料蒐集
為深入了解前述問題，本研究先蒐集相關資料，包含法
令規定、網路文獻、及最新統計數據，以確實掌握問題現況。
(二)比較分析、歸納演繹
將蒐集之相關資料逐一比較分析，釐清差異，並透過邏
輯演繹，思考未來可行之方向。
二、研究內容
(一)現行生育補助規定探討
現行生育補助規定散見於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各縣市
政府，補助金額及請領資格、方式皆不相同，概述如下：
A.「衛生福利部」相關措施
衛生福利部擬定之相關補助措施最主要的兩項
為：父母雙方都在就業的「保母托育補助」與其中一方
在家照顧小孩的「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二擇一，不
得重複申領)。
兩者的補助資格都設有「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
的排富門檻，也就是「家庭綜合所得淨額在 117 萬元以
下」方得申請，有 3 位以上子女之家庭則不受此項規定
限制。
補助金額的方面，一般家庭之「保母托育補助」每
月 2,000~3,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3,000~4,000 元、
弱勢家庭每月 4,000~5,000 元；一般家庭之「父母未就
業育兒津貼」每月 2,5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 元、
低收入戶每月 5,000 元。補助期間涵蓋到孩子 2 歲以
前，因此最高可領取 24 個月的津貼補助(申請人若於兒
童出生後 60 日內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
得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超過期間則以受理申請月份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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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衛福部也設置了「親屬保母」制度：爺爺、
奶奶們在完成 126 小時的保母課程並加入社區保母系
統後，就可以在家中照顧 0~2 歲的孫子，每月還可領到
2,000 元的補助。課程完成後如考取保母證照，補助金
額將提高為 3,000 元。
B.「勞動部」相關措施
針對生育補助的部分，共分為「勞保生育給付」
、
「國
民年金生育給付」以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等三種。
「勞保生育給付」與「國民年金生育給付」
，以母
親懷孕期間，參加勞工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為區分。也
就是說懷孕期間仍就業者，因投保勞工保險，故具備請
領勞保生育給付的資格(領取生育給付之請求權，自得
請領之日起，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給付標準則按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 60 日，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無就業者如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則可領取國民年
金生育給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時之月
投保金額一次給與生育給付 1 個月，雙生以上者，按比
例增給(月投保金額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已調整為
18,282 元)。若同時具備兩種申請資格，只能擇一請領。
另外，勞保局於 98 年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請領資格為小孩滿 3 歲前，加保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依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皆可申請。給付標準按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計算，按月發給，每一子女最長合計發給 6 個月，
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 1 人為限，父母
不可同時申請，但若是兩人輪流照顧，就可領取到 12
個月。
以上三項補助並無排富條款，申請條件較為寬鬆。
公務人員之生育給付依公保生育給付規定，由女性
公務人員優先請領(自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之日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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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0 年不行使而消滅)，給付標準以事實發生日當月往
前推算 6 個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乘以 2 個月。若夫
妻雙方皆為公務人員且男方薪俸較高者，男性公務人員
可請領與配偶社會保險之差額，亦即夫妻雙方皆為公務
人員，生育給付之實際請領金額以雙方薪俸較高者為準
計算。
另公保亦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資格為小孩
滿 3 歲前，加保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依規定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即可申請。給付標準以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保險俸(薪)
額之 60%計算，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每一子女最
長發給 6 個月，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時，得分別請領，但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重疊。
C.「各縣市政府」生育補助
除了中央的各項補助外，各縣市政府也提供了不同
金額的生育津貼補助，這部分會隨著民眾戶籍地的不
同，有不同的給付金額，請參考圖 1。

圖 1 全臺生育補助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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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一胎來看，補助最高者為桃園市及彰化縣(皆
為 30,000 元)，最低者為台東縣(5,000 元)，屏東縣補
助僅針對中、低收入戶；雙胞胎的部分以新升格直轄市
的桃園市最優(70,000 元)。
六都中，以桃園市的補助最高(臺中市名列第 4)。
而高雄市為鼓勵民眾生第三胎，第三胎起每胎補助自
6,000 元提高為 46,000 元。
對於低收入戶的照顧，臺中市額外提供生育津貼與
產婦、嬰兒的營養補助總共 47,800 元。
申請資格方面，一般要求父母至少一方，設籍於該
縣市半年到一年不等的時間，生育前應特別留意，以免
造成因戶籍遷移而無法請領之情形。
(二)臺中市生育福利與他縣市之比較(以彰化縣為例)
為鼓勵民眾安心成家並降低生育下一代的不安，除以每
胎生育補助鼓勵生育外，幼兒之托育及幼教資源是否充足、
相關費用能否予以補助，亦是多數雙薪家庭所關心之問題。
為檢視臺中市目前生育福利之現況，筆者以彰化縣為
例，兩者相較，不列入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之相關補助，僅
檢視地方政府之個別措施以為參考，如表 2。
表 2 臺中市與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比較表
項目
一般家庭生育津貼

臺中市

彰化縣

每胎 10,000 元

每胎 30,000 元

雙胞胎 30,000 元
三胞胎以上每胎
20,000 元
低收入戶生育津貼

每胎 10,200 元

無

雙胞胎 20,400 元
依此類推
低收入戶產婦
及嬰兒營養補助

產婦及嬰兒營養補
助：共 37,600 元(一次
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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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項目

臺中市

育兒津貼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彰化縣

無

每名每月 3,000 元

每名每月

每名每月 3,000 元(僅

2,000/3,000 元

針對弱勢家庭之 0~2

(0~6 歲幼童)

歲幼童)

低收入戶暨寄養家庭

每名每月 1,500 元(僅

兒童托育津貼

針對弱勢家庭之 2~5
歲幼童)

幼童臨時照顧服務

一般家庭無

一般家庭每年最高補

弱勢家庭(非遲緩兒)

助 12,600/15,300 元

每年最高補助

弱勢家庭(非遲緩兒)

28,800/36,000 元

每年最高補助

弱勢家庭(遲緩兒)每

18,000/21,600 元

年最高補助

弱勢家庭(遲緩兒)每

36,000/43,200 元

年最高補助
28,800/33,600 元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網站。整理：陳宏章)

由上表可知，為提倡生育，彰化縣不僅提高每胎生育補
助，更推出育兒津貼措施。與其相較，臺中市之每胎生育補
助雖較彰化縣略少，但整體生育福利政策較彰化縣更廣、更
完整，對於弱勢家庭的照顧更是不遺餘力。
而兩者請領生育補助之規定亦略有不同，請參考表 3。
表 3 臺中市與彰化縣請領生育補助相關規定比較
項目

臺中市

彰化縣

父母設籍規定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於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目前

新生兒出生當日已設籍

設籍並持續居住本縣滿

本市滿 180 天(含)以

一年以上(以新生兒出

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

生日期往前推算)，且中

市。

途未遷出者。

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6

新生兒出生之日起 3 個

個月內

月內

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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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臺中市生育補助請領之限制相對寬鬆，有
利民眾申請相關福利。
(三)臺中市生育率統計分析
生育獎勵政策可能造成的效果，一是生育率的提升，二
是設籍人口的增加，前者為自然增加率的組成因子(自然增
加=出生人口數-死亡人口數)，後者為社會增加率的組成因
子(社會增加=移入人口數-移出人口數)，兩者相加即為該城
市的人口變化。以下我們先由表 4 探討臺中市生育率的變
化。
表 4 臺中市 100~103 年出生人數變化

由上表可知臺中市自升格直轄市後，每年的出生人數逐
年成長，101 年更誕生許多龍子龍女。顯見生育補助的發放，
對於生育率的提高有其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與全臺縣市相較，臺中市之粗出生率為
千分之 9.66，僅排名第 8(見表 5)，顯示在促進生育的政策
上仍有進步的空間。
表 5 全臺縣市粗出生率一覽表
轄區別

基隆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出生率

5.51

9.75

10.77

8.46

12.79

10.78

10.63

9.66

9.30

6.90

7.55

排名

22

7

5

11

2

4

6

8

10

19

18

轄區別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出生率

7.87

5.63

8.19

8.10

6.32

7.69

7.91

7.74

9.33

12.04

14.02

排名

15

21

12

13

20

17

14

16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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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市與彰化縣近 3 年人口統計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社會福利與戶籍遷移之關係，茲將臺中市
與彰化縣自 101 年至 103 年之戶籍資料以「戶籍遷入數減去
戶籍遷出數之戶籍淨遷入(出)數」統計如下表：
表 6 臺中市與彰化縣 101~103 年戶籍淨遷入(出)變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彰化縣政府民政處。整理：陳宏章

臺中市自升格為直轄市後，因預期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
將優於周圍各縣市，故對周遭各縣市之人口產生了磁吸效
應，由上表可知，近 3 年臺中市的戶籍為淨遷入且逐年成
長。相對地，彰化縣之戶籍則為淨遷出，雖遷出幅度略微減
少，但趨勢並未改變。
人口遷入的原因固然以整體社會福利解讀較為合理，但
若考慮面向過多亦不容易落實成可執行之政策。而單純就生
育補助政策觀之，臺中市對於外來人口之遷入應具備相當程
度之誘因。
(五)現行戶籍遷移規定探討
依據現行法規，民眾辦理戶籍遷入登記的應備證明文件
如下：
1.遷入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有房屋或無償
借住他人房屋者，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 期房屋稅單
或最近 6 個月內之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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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辦理。
2.遷入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租賃之房屋者，
除提憑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外，如提憑未經法院
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應同時檢附出租人之房屋所有權
狀或最近 1 期房屋稅單或最近 6 個月內買賣契約書或其
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理。如個案情形特殊，
租賃契約書仍應繳驗正本外，出租人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得以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之影本代
替。
3.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者，
憑 戶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 之同意書辦理。
4.提憑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繳納最近 6 個
月內之水電費或瓦斯費收據辦理。
5.有居住之事實而無法提出上列證明文件者，得經 警勤區
佐警 或 戶政事務所人員 查實後辦理。
故外來人口戶籍欲遷移至臺中市，應先取得相關證明文
件，例如：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有房屋之所
有權狀(或最近 1 期房屋稅單)；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或
出租人之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 期房屋稅單)；工廠、商
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之戶長或主持人或管
理人之同意書；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繳納最
近 6 個月內之水電費或瓦斯費收據；警勤區佐警或戶政事務
所人員之證明等。
以實務面而言，先不論一般民眾是否清楚該項規定，即
便清楚，相關證明文件的取得有時並不容易。
(六)實際辦理戶籍遷移可能遭遇之問題
近年臺中市不動產價格逐年攀升，市中心精華地帶之房
價更是令市井小民望而生畏。一般家庭自行購屋前想將戶籍
遷入臺中市，可行的方式是暫住直系血(姻)親所有房屋或無
償借住他人房屋，但直系血(姻)親未必會於臺中市置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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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借住他人房屋亦可遇不可求，實際情形是多數僅能租屋落
腳，再徐圖購屋。
雖租屋者可憑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或出租人之房
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 期房屋稅單)辦理戶籍遷入，但由於種
種原因，房東不會輕易同意讓房客遷入戶籍，例如：
1.出租之房子無法享有自用住宅稅率，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也會提高。
2.若房客報稅時把租金支出列舉申報，租金將併入房東的綜
合所得，年度所得稅可能會增加。
3.房客租約到期搬離，但戶籍卻沒遷出，房東得自行攜帶相
關文件至戶政事務所請求將房客戶籍遷離。
4.房客將戶籍遷入後，若發生卡債欠繳、官司纏身等問題，
房客逃離卻沒將戶籍遷出，之後所有法院的傳票、甚至
"財務管理"公司都會到他的戶籍地址進行一些"必要"
的動作，對於房東來說，常不堪其擾。
而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
時，考量上述原因第 4 點，亦容易使戶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
心生疑慮，進而婉拒提供同意書。
另外，雖經警勤區佐警或戶政事務所人員查實後亦可辦
理戶籍遷入，但若房東堅持不允則雙方易生糾紛，此亦非一
線公僕所樂見，最後仍須回歸房東房客兩方自行協商。
針對外來人口設籍臺中市可能遭遇之困境，如何改善現
行作業規範及流程以協助其順利設籍，值得思考。
肆、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研究發現
(一)為鼓勵生育，由中央至地方皆提供多項補助，實為民眾福
音，但現行生育補助相關規定繁雜，且權責機關眾多，造成
民眾觀念混淆且申請時須分別洽詢各機關窗口，實為不便。
(二)實際比較後可知，臺中市之生育福利政策兼顧一般家庭及
弱勢家庭，涵蓋範圍不僅更為全面，且能針對 0~6 歲孩童提
~ 11 ~

供不間斷之照顧，更能減輕父母之生育壓力。
(三)臺中市近年來房價大漲，造成外來人口購屋不易(弱勢家庭
尤為明顯)，兼之環境不熟悉，多以租代買。雖租屋處可申
請設籍，但房東多不願意配合，且租屋係暫時性方案，可能
因各種原因而搬遷，如每次搬遷都需異動戶籍，甚為不便。
以上原因可能令許多外來人口無法順利設籍。
二、結論
雖然許多專家認為以生育補助的方式來提高生育率是治標
不治本的方式，經濟情況的改善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所有家
長念茲在茲的問題，但在家庭平均所得無法提高的情況下，政
府願意提供更多協助，的確能提昇許多小家庭的生育意願。
但我國現行生育補助規定確是繁瑣，一般民眾著實不易了
解，資訊也容易疏漏，兼且承辦機關不一，洽辦時常造成民眾
不必要的時間、金錢成本。
為有效提高政府機關的服務品質，落實單一窗口服務的精
神，各縣市政府除提供實質的補助政策之外，如何將申辦流程
精簡化、標準化也是不得不重視的議題。
而申請資格當中的居住期間規定也是不可忽略的門檻。即
使為數不多，但生育前因故遷移戶籍造成無法請領補助的家庭
也時有所見。如果能將全國的生育補助政策統一並刪除戶籍設
立之門檻，當能有效減少各地方政府及民眾之困擾。
不可否認，這樣的構想需要中央與地方的多方協調，殊不
易成，且考量到中央及地方預算，如何落實公平合理亦須慎重
評估。
為建構臺中市成為宜居城市，並為其他直轄市之表率，可
透過主動發起協商及建議可行之流程來克服當前的困境，如此
當能為民眾創造更多幸福。
伍、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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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行生育補助規定及應備文件等資料彙整為一簡單易懂
的內容，包含中央至地方的各項補助、各鄉鎮個別提供之福利
內容、及請領資格、申辦方式等，透過實體或網路文宣及廣告
等多元方式加強宣導，避免民眾權益受損。
二、長遠性建議
(一)因請領生育補助針對戶籍設立期間有一定的規範，評估提
高生育補助時，建議優先思考如何簡化外來人口設籍程序並
提供諮詢協助窗口，避免政策立意良好卻無法推廣至民眾，
亦使外來人口在臺中市能安心成家並落地生根。
(二)各項補助之申請應規畫成立單一窗口，提供民眾一處申
請、代為送件的服務，除可減少民眾於各單位間往來奔波，
應備文件可一次告知、避免遺漏，針對相關問題亦能提供完
整、全面的回應，避免多頭馬車的施政方式使民眾產生不信
任感。

~ 13 ~

陸、參考文獻
一、2012 宜居、永續、友善住宅設計國際論壇會議，議題相關資料：
宜居性。取自 http://2012dhe.taipei.gov.tw/menu_02-3.php
二、姚佳齊(2014)。臺灣城市宜居性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
築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三、維基百科：香港國際評級。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C%
8B%E9%9A%9B%E8%A9%95%E7%B4%9A
四、有錢領我們更願意生。取自
http://we-report.org/report/9362
五、少子化時代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1/8091
六、內政國際指標。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national/list.htm
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09&CtNode=3622&
mp=4
八、臺北市政府─育兒津貼申請條件中所指稅率未達 20%大約是年
收入多少錢？。取自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75211251&ctNode=722
31&mp=100001
九、原來親屬保母補助是這麼一回事：祖父母幫忙帶小孩也有錢領
唷！托育補助津貼申請說明。取自
http://infuture.pixnet.net/blog/post/29494980-%5B%E6%9
7%A5%E8%A8%98%5D-%E5%8E%9F%E4%BE%86%E8%A6%AA%E5%B1%AC%
E4%BF%9D%E6%AF%8D%E8%A3%9C%E5%8A%A9%E6%98%AF%E9%80%99%
E9%BA%BC%E4%B8%80%E5%9B%9E%E4%BA%8B%EF%BC%9A%E7%A5%96%
E7%88%B6
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生育給付簡介。取自
http://www.bli.gov.tw/sub.aspx?a=fcqNNB3OEQY%3d
十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生育給付。取自
~ 14 ~

http://www.bli.gov.tw/sub.aspx?a=vMmF%2bMaLjyM%3d
十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業勞工-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取自
http://www.bli.gov.tw/sub.aspx?a=ybp56iObtGY%3D
十三、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托育服務。取自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asp?P
arser=99,16,257,,,,,,,,,3,,1
十四、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4 年 0-2 歲家庭部分托育暨 0-6 歲平
價托育費用補助。取自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1.asp
?Parser=99,16,257,,,,4086,191,,,,3,,1
十五、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4 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取自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1.asp
?Parser=99,16,257,,,,3650,191,,,,3,,1
十六、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低收入戶生育、產婦及嬰兒營養
補助計畫。取自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1.asp
?Parser=99,16,257,,,,3145,83,,,,9,,9
十七、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兒童及少年福利。取自
http://social.chcg.gov.tw/07other/other01_list.asp?top
sn=1755
十八、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人口統計。取自
http://demographics.taichung.gov.tw/Demographic/Web/De
mographic.aspx
十九、彰化縣各項人口統計資料及各機關外網連結資源。取自
http://www.chcg.gov.tw/civil/07other/other01_list.asp?
topsn=2318
二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遷徙登記-一般遷入登記。取自
http://www.civil.taichung.gov.tw/ct.asp?xItem=72224&ct
Node=3146&mp=102010
二十一、房屋租賃房客戶籍遷入會造成的影響。取自
http://bbs.591.com.tw/f?action=replay&tid=18767
~ 15 ~

二十二、租屋遷入戶籍 房東不得拒絕。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
ty/20090815/31863988/
二十三、房客設籍租屋地 房東保障權益有四招。取自
http://www.yungching.com.tw/CF/CF120101.asp?Pkey=%7BAB
45406E-749D-429A-8D6D-2EB0BEC04446%7D&CategoryID=%7B41
D42FFA-BA52-486A-B574-5094412677AD%7D

~ 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