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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報登錄 
      不動產成交實際資訊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成交實際資訊登錄】宣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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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宣導場次一覽表 

場次 時間 地點 名額 報名資訊 

1 6月15日下午2:30至3:30 中和區復興路280號（中和地所6樓會議室） 80 02-22470101分機301 

2 6月20日上午10:00至11:30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馬公公園內文化劇場3樓演藝廳） 200 02-29172969分機303 

3 6月20日下午2:00至3:30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汐止區公所1樓會議室） 40 02-26421621分機307 

4 6月22日上午10:00至11:30 三重區中山路4號（三重地所1樓會議室） 40 02-29886336分機305 

5 6月22日下午2:00至3:30 三重區中山路4號（三重地所1樓會議室） 40 02-29886336分機305 

6 6月25日上午10:00至11:30 新莊區中華路1段3號（新莊地所5樓會議室） 60 02-22779245分機311 

7 6月25日下午2:00至3:30 新莊區中華路1段3號（新莊地所5樓會議室） 60 02-22779245分機311 

8 6月26日上午10:00至11:30 板橋區實踐路1號（板橋地所地下1樓會議室） 80 02-29611126分機301 

9 6月26日下午2:00至3:30 板橋區實踐路1號（板橋地所地下1樓會議室） 80 02-29611126分機301 

10 6月27日上午10:00至11:30 淡水區中正路233號（淡水地所地下1樓會議室） 50 02-26219645分機304 

11 6月27日下午2:00至3:30 樹林區地政街12號（樹林地所4樓會議室） 55 02-26808001分機304 

12 6月28日下午2:00至3:30 瑞芳區明燈路3段32號（瑞芳地所3樓會議室） 40 02-24974106分機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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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類型 申報人 申報時機 

買賣 

 

權利人 

地政士 

經紀業 

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地政士
申報登錄。 

未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但委由經紀
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者，應由經紀業申
報登錄。 

無上開情形者，則由權利人自行申報
登錄。如權利人有數人時，得會同申
報或協議由一人申報。 

辦竣所有權移轉
登記30日內 

租賃 

經紀業 

簽訂租賃契約書
後30日內 

預售屋 
委託代銷契約屆
滿或終止30日內 

•買賣係指土地登記申請書／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原因「買賣」
之移轉登記案件。 

申報人＆申報時機 

•租賃係指由經紀業居間成交之不動產租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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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登錄項目 

買賣案件 租賃案件 預售屋案件 

1.交易標的 

登記收件年字號、建物
門牌、不動產標示、交
易筆棟數等資訊。 

建物門牌、不動產標示、承
租人、交易筆棟數等資訊。 

不動產標示、交易筆棟
數、建案名稱、買受人、
起造人名稱、建造執照
核發日期及字號等資訊。 

2.價格資訊 

房地交易總價、土地交
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
車位個數、車位類別、
車位總價、有無管理組
織、交易日期等資訊。 

房地租金總額、土地租金總
額、建物租金總額、車位個
數、車位類別、車位租金總
額、有無管理組織、租賃日
期等資訊。 

房地交易總價、土地交
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
車位個數、車位類別、
車位總價、交易日期等
資訊。 

3.標的資訊 

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
轉面積、使用分區或編
定、建物現況格局等資
訊。 

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
分區或編定、租賃期間、總
樓層數、租賃層次、建築完
成年月、主要建材、主要用
途、建物現況格局、有無附
屬傢俱等資訊。 

土地交易面積、建物交
易面積、使用分區或編
定、總樓層數、交易層
次、主要建材、主要用
途、建物格局等資訊。 

上開欄位之填寫說明，另以申報書書表逐項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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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憑證 適用之申報人 優點 

有憑證 
自然人憑證 權利人、地政士 線上即完成申報作業，免列印申報

書紙本送件。 工商憑證 經紀業 

無憑證 皆可 
輸入完畢後可由系統自動產製申報
書，惟須列印紙本並簽章後，送受
理申報登錄機關收件。 

申報方式 

1. 網際網路申報  

2. 臨櫃申報  

辦理方式 

＊由受理登錄機關提供電腦設備，自行以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 

＊申報人檢具申報書並簽章後，送受理申報登錄機關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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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代理人 

權利人可授權由任何人為其申報代理人，如夫為
權利人，妻可為其申報代理人。 

地政士可由其僱用之登記助理員或其他人員等為
其申報代理人。 

經紀業則以實際受聘之職員(不限具備經紀人員資
格) 或其他人員等為其申報代理人。 

※申報代理人所為之申報，如有不實，仍應由申報
人受罰。 

※權利人有數人得會同申報或協議由一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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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申報核對身分  

臨櫃申報者 核對身分文件 

申報人 
政府機關核發登載有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證
號)並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為之。 

申報 

代理人 

＊委託書由申報人及代理人簽章，得以申報書替代。 

＊申報人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申報人為法人，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 

  人之資格證明影本。法人為經紀業者，得另以主管 

  機關備查之公文書影本替代之。 

＊代理人之政府機關核發登載有姓名、身分證統一編
號 (或統一證號)並貼有照片之證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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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申報受理單位【新北市】 

交易標的坐落行政區 受理單位 

板橋區、土城區 板橋地政事務所  

中和區、永和區 中和地政事務所 

新莊區、泰山區、五股區、林口區 新莊地政事務所 

三重區、蘆洲區 三重地政事務所 

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 新店地政事務所 

樹林區、三峽區、鶯歌區 樹林地政事務所 

汐止區、金山區、萬里區 汐止地政事務所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 淡水地政事務所 

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 瑞芳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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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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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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多筆 以房屋門牌區分申報書，並於線上登錄畫面
中請申報人塡寫土地及房屋之對應關係。 土地１筆+建物多筆 

土地多筆+建物１筆 

買賣成交-房地 
(土地+建物)+車位 

土地多筆+建物多筆+車位 以房屋門牌區分申報書，並於線上登錄畫面
中請申報人塡寫土地及房屋及車位之對應關
係。 土地１筆+建物多筆+車位 

土地多筆+建物１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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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 土地+車位 以土地標的區分申報書，並於線上登錄畫面
中請申報人塡寫土地之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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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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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受人統一編號）１張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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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報人身分資訊欄位 

申報書填載說明【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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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買賣】 

2.交易標的、標的資訊及價格資訊 

範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號3樓（含1車位），基地座落於埔墘段○○地號，
售價為1000萬元（含車位價200萬）。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號3樓 

1 1 1 

1000萬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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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買賣】 

3.土地、建物及車位交易標的清冊 

範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號3樓（含1車位），基地座落於埔墘段○○地號，
售價為1000萬元（含車位價200萬）。 

新北市        板橋區        埔墘          ○○         

新北市        板橋區           埔墘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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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租賃】 

1.申報人身分資訊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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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租賃】 

2.交易標的、標的資訊及價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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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租賃】 

3.土地、建物及車位租賃標的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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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預售屋】 

1.申報人身分資訊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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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預售屋】 

2交易標的、標的資訊及價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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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填載說明【預售屋】 

3.土地及車位交易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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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申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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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選擇憑證或表單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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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一）開啟申請作業同意書 

（二）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與 Pi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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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僅限憑證登錄之案件（需以憑證登
入）才能線上辦理撤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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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可輸入案號、案件類型、受理申請機關及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等條件來查詢已申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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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申請撤銷僅案件狀態為【送件待辦】方可撤銷，
若狀態為【收件處理中】即無法辦理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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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輸入撤銷原因並送出撤銷申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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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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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辦理情形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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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專區（內政部地政司） 

http://www.land.moi.gov.tw/ch
html/hotnewsall.asp?cid=1465 

實價登錄Q＆A（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http://www.land.ntpc.gov.tw/w
eb/Home?command=display&pa
ge=flash 

相關資訊查詢平台 



34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如您後續申報登錄時仍有疑問， 

請電洽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科  2960-3456分機3432~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