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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教學篇 



實價登錄相關系統及資料流程圖 



操作者 系統 網段 手冊 

民眾端－申
報義務人 

地政線上
申辦系統 

internet 司網站實價
專區 

所端－線上
申辦窗口 

地政線上
申辦系統 

地政GSN/VPN 司網站地政
人員專屬區 

所端－實價
操作人員 

地政整合
系統 

地政GSN/VPN 司網站地政
人員專屬區 

所或府(處)端－
實價逾期裁罰
操作人員 

逾期裁罰
系統 

地政GSN/VPN 司網站地政
人員專屬區 

相關系統及操作指引 



 

 

民眾端 
一.線上申辦系統憑證或紙本送件 

二.臨櫃填報紙本申報書 

 



作業準備 

 加入信任網站(請參照線上申辦系統首頁操作說明) 

 ACTIVE  X設定(請參照線上申辦系統首頁操作說明) 

 買賣案件需確定登記收件號 

 確定申報義務人統一編號  

 







 



 



登記送
件人 

實價申報人 憑證種類 線上申辦(憑證) 

權利人 權利人 自然人憑證 檢核收件年字號+權利人統編 
代理人 其他代理人 

  合法經紀業者 工商憑證 介接服務中心資料庫檢核是否
合法 

  檢核收件年字號+權利人統編 

地政士 地政士 自然人憑證 檢核收件年字號+地政士統編 
檢核收件年字號+權利人統編 

申報義務人分類及憑證使用說明 



申報書區分原則 
交易標的種類 交易種類 申報書分頁原則 

買賣成交-房地 
(土地+建物) 
  

土地多筆+建物多棟 以房屋門牌區分申報書，並由申報人於線上申辦
系統之登錄畫面，塡寫土地及建物之對應關係。 

土地１筆+建物多棟 

土地多筆+建物１棟 

買賣成交-房地 
(土地+建物)+車位 

土地多筆+建物多棟+車位 以房屋門牌區分申報書，並由申報人於線上申辦
系統之登錄畫面，塡寫土地及建物及車位之對應
關係。 

土地１筆+建物多棟+車位 

土地多筆+建物１棟+車位 

買賣成交-土地 土地1筆 以土地標的區分申報書。 

土地多筆 

買賣成交-建物 建物１棟 以房屋門牌區分申報書。 

建物多棟 

買賣成交-車位 土地+車位 以土地標的區分申報書，並由申報人於線上申辦
系統之登錄畫面，塡寫土地及車位之對應關係。 

租賃 １件租賃契約書登錄１次 １張租賃契約書１張申報書。 

預售屋 １次針對受委託銷售完成的
戶數申報 

１戶申報資料（建造執照字號+ 建物坐落+ 買受人
統一編號） １張申報書。 
  



申報書區分原則前情(100年標規節本) 

 依下列原則組成合理申報單元，並賦予全國性
資料唯一鍵值： 

 房地以主建物及坐落地號合併為一申報單元。  

 多宗土地交易應區分各宗申報（一宗土地為一申報單
元）。 

 建立一申報單元於全國資料具唯一鍵值，及建立對應
該鍵值之地、建號、收件年字號之資料。 

 預售屋、租賃無對應之登記收件年字號，由系統另賦
予。 



步驟一:選擇憑證或表單登錄 



步驟二:(買賣案)輸入收件案號與申報人資料 

申報人資料：若利用自然人/工商憑證
登錄，會自動帶出姓名/名稱及統編． 

若非憑證登錄，則需自行塡寫． 

申報人種類：選擇「地政士，經紀業
者或權利人」． 



步驟三:(買賣案)輸入交易/價格資訊及標的清冊 

以憑證登錄者，可點選「匯入」帶入登記收件字號
對應之土地/建物資訊，提供申報人勾選匯入． 

若非憑證登錄者，需自行新增各交易標的資料． 



步驟四:塡寫完畢後，預覽申報書並線上送件 

注意事項：確認資料無誤後，”憑證申辦”者，點選[線上送件]即
完成申報作業．”紙本申辦”者，於[送件]後，另需列印含申報書

序號之申報書，簽章後送至地政事務所，才是完成申報作業． 

申報人若未能立即送件時，務
必先行下載XML檔，俾利後續
可匯入再接續處理． 



步驟五:送件後系統回覆申報書序號 
申報人送件後，建議[下載]本案
XML檔留存；日後若需修正申報資

料，則可直接匯入，無需重新登
打． 



租賃及預售屋申報範例 

[經紀業者]為租賃及預售屋之申報義務人；
若為憑證申報，需使用經紀業之工商憑證． 

配合租賃及預售屋經紀業者之申報作業，
申報代理人相關資料[必填] ． 



（租賃）申報案件基本資料內容 

當[租賃層次]無對應選項時，
可選”見其他登記事項”並於
右方欄內輸入實際租賃層次． 



（預售屋）申報案件基本資料內容 

當[交易層次]無對應選項時，可
選”見其他登記事項”並於右方欄
內輸入實際交易層次． 



 

 

地所端 

(使用網際網路 

線上申辦系統) 

 
 

 



地所端－實價登錄收件處理 
 （紙本送件-收件註記作業） 

當地所人員收到申報人所送紙本時應: 

一.進入線上申辦系統【cms地所端】- 選
擇【實價登錄案件處理】- 找到對應
之申報案 - 點選右邊【處理】鈕查看
主檔資料  

二.確認申報書檔與申報人所送紙本資料

相符，即可填入『紙本表單收件日
期』(亦即”收件註記”) - 按【確認
】存檔 



地所端－實價登錄收件處理 
 （單筆或整批XML檔及申報書PDF檔下載） 

地所人員下載申報資料檔時，配合憑證
申報及紙本送件，買賣案件建議可以下
列２種條件組合整批查詢處理: 

一.『案件類別(買賣)』+『辦理情形(送
件待辦)』+『申報方式(憑證申報)』+『登
記日期滿30天』 

二.『案件類別(買賣)』+『辦理情形(送
件待辦)』+『申報方式(表單填寫)』+『登
記日期滿30天』+『紙本是否送達(打勾)』 
【注意，若受理申報登錄機關未登載收
件註記，或申報人已於線上申辦系統登
錄但未將紙本送達受理申報登錄機關的
案件，因無轉出XML檔，在地政整合系統

處理未申報案件檢核時，就會被轉入『
裁處系統-未申報作業』資料庫中】 

三.若需單筆處理，則依系統所提供之各
別條件查詢下載 



地所端－實價登錄收件處理 
 （單筆或整批XML檔及申報書PDF檔下載） 

地所人員下載申報資料檔時，配合憑證
申報及紙本送件，租賃及預售屋案件建
議可以下列２種條件組合整批查詢處理: 

一.『案件類別(租賃或預售屋)』+『辦理
情形(送件待辦)』+『申報方式(憑證申報)
』 )』+『申報日期起迄』 

二.『案件類別(租賃或預售屋)』+『辦理
情形(送件待辦)』+『申報方式(表單填寫)
』+『申報日期起迄』 +『紙本是否送達(
打勾)』  

三.若需單筆處理，則依系統所提供之各
別條件查詢下載 



地所端－實價登錄收件處理 
（下載種類） 

XML檔:資料檔，配合地政整合系統接續轉入作
業，必須下載 

PDF檔:申報書檔，建議下載留存，但需注意”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地所端－實價登錄收件處理 
（整批更改辦理情形狀態） 

 

辦理情形變更時，若申報人有
登載EMAIL資料，系統會自動通
知申報人 



線上申辦系統下載之XML檔案(範例) 



 

 

地所端 

(使用地政整合系統) 
 

 



地所端－將申報之XML檔資料轉入 

可同時選取多個
XML檔 



地所端－不動產成交案件資料轉入
＼查詢＼列印 



檢視申報資料轉入記錄 

可以轉入日期＋轉入狀態，確認
申報資料有無轉入失敗之情形 



執行地所端程式「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查詢作業 」檢視申報資料是否正確 

查詢條件區 

多筆資料顯示區 



地所端－不動產成交案件資料轉入
＼查詢＼列印 

詳細資料 



地所端－不動產成交案件未申報檢核作業 

先輸入檢核日期
範圍 

開始檢核 

顯示檢核結果 



 

 

縣市端或地所端 

(使用實價登錄裁處系統) 
 



實價登錄裁處系統 



Part2  聖經篇 



民眾端－申報義務人 

所端 

線上申辦窗口  

整合系統實價操作人員 

所或府(處)端－實價逾期裁罰操作人員 

操作手冊for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機制_線上申
辦(民眾使用手冊)目錄     1/2 

 1. ............................1 環境設定 

  2. ............................3 申報原則  

 2.1. .. .......................3 應備事項  

 2.2. ... ......................3 申報義務人對照表 

  2.3. ..........................4 申報書區分原則  

 3. ............................5 不動產買賣資訊申報  

 3.1. ..........................5 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3.2. .........................12 表單登錄、紙本送件 

 

2.3. ..........................4 申報書區分原則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機制_線上申
辦(民眾使用手冊)目錄     2/2 

 4. ...........................17 不動產租賃資訊申報 

 4.1. ........................17 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4.2. ........................24 表單登錄、紙本送件 

 5. ...........................29 不動產預售屋資訊申報 

 5.1. ........................29 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5.2. ........................36 表單登錄、紙本送件  

 6. ...........................41 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7. ...........................45 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2.3. ..........................4 申報書區分原則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機制_線上申
辦(地所)目錄 

 登入系統1-1  

 實價登錄2-1  

 實價登錄案件處理2-2 

 實價登錄案件狀態查詢2-9 

 實價登錄案件統計表2-11  

 

 

2.3. ..........................4 申報書區分原則  



實價登錄機制處理作業地政整合系統/逾

期裁處系統教育訓練教材目錄   1 

  0 功能說明0-1  

 0.1 地政事務所-NT/WEB版整合系統程式0-1  

 0.2 地政局-逾期裁處系統0-1  

 1 地政事務所-NT版整合系統程式1-3  

 1.1 轉檔作業1-3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資料轉入作業   R1011-3  

 2.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轉入記錄查詢作業
 PR1021-7  

 1.2 維護作業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資料維護作業PR2011-9  

 

2.3. ..........................4 申報書區分原則  



實價登錄機制處理作業地政整合系統/逾

期裁處系統教育訓練教材目錄 2 

  1.3列印作業1-17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清冊列印作業PR301 

 1.4 檢核作業1-21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買賣案件逾期未申報
檢核PR401  

 



實價登錄機制處理作業地政整合系統/逾

期裁處系統教育訓練教材目錄 3 

  2地政事務所-web版整合系統程式2-25  

 2.1 轉檔作業2-25  

 1.工作名稱：申報資料轉入及記錄查詢作業
PLA001012-25  

 2.2 維護作業2-29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資料維護作業
PLB001012-29  

 2.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資料批次維護作業
PLB002012-35  

 

 

 



實價登錄機制處理作業地政整合系統/逾

期裁處系統教育訓練教材目錄 4 

  2.3列印作業2-37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清冊列印作業
PLC001012-37 

  2.4檢核作業2-41  

 1.工作名稱：實價申報買賣案件逾期未申報
檢核PLD001012-41  

 

 

 

 



實價登錄機制處理作業地政整合系統/逾

期裁處系統教育訓練教材目錄 5 
  2.5 連結地政局資料庫設定2-43  

 3 地政局-逾期裁處系統3-44  

  3.1 地政局逾期裁處系統網頁-個人PC之IE設定 

 3.2 第一次登錄系統3-46  

 3.3 系統公告3-47  

 3.4 實價登錄逾期裁處系統-逾期作業3-48 

 3.5 實價登錄逾期裁處系統-裁處作業 

 3.6 系統管理-代碼參數管理作業3-69  

 3.7 系統管理-權限管理作業3-77  

 3.8 系統管理-訊息管理3-82  

 

 

 

 

 



Part3  問答篇 



Q:地政士助理/經紀業者可否線
上憑證申報 
 
A:否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