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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策推動歷程

政策歷程-為什麼推動實價登錄？

100.12
100.12.30總統公布

實價登錄三法及有關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相關條文。

101.06
101.06.06內政部訂定發布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

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公開透明 改善交易資訊不對稱問題 資訊提供

為完善實價登錄制度，提供更即時且正確的不動產交易資訊 制度精進

108.07

108.7.31總統公布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
第81條之2有關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相關
修正條文。

109.04
109.4.24內政部修正發布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

實價登錄新制上路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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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適用新制案件的認定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送件日為109.06.30前

買賣登記完畢次日起30日內由地政士、

經紀業或權利人依法辦理實價登錄。

申報方式、流程及表單依循舊制規定辦理。

送件日為109.07.01後

由買賣雙方(或代理人)申辦買賣登記同時檢

附填報完成之紙本申報書併同辦理實價登錄。

申報方式、流程及表單依循新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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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
…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
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
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03 申報的時機與申報義務歸屬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
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
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以下簡稱
申報登錄資訊）。

平均地權條例§47第2項

修正條文 修正後修正前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
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
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者…(略)

平均地權條例§81-2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
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檢附申報書共同申報。

權利人應於買賣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
前項買賣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權利人免申
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一)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地政
士申報登錄。
(二)買賣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
除依前款規定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外，應由不
動產經紀業申報登錄。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
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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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申報的時機與申報義務歸屬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2項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第2條第1項

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報登錄

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權利人及義務人

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申報；其有數人者亦同。

申報的時機

申報義務的歸屬

申辦買賣登記時一併辦實價登錄

申報時點從買賣登記完成後30日調整至申

辦登記時，申報時間提前至少30日，資訊

揭露更即時。

申報義務回歸「買賣雙方」

得協議由買賣雙方其中一人或他人代理申

報送件；買賣雙方相互勾稽，申報資訊更

正確。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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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罰則規範 –逾期申報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1項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申報登錄資

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

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第7條第2項

權利人及義務人未申報登錄，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2第1項規定，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後7日內

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錄，且買賣案件已辦竣所

有權移轉登記，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申報登

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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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罰則規範 –價格申報不實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2項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第10條第4項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應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2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

期改正通知書後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

處罰並限期於15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價格資訊申報不實

處新臺幣3萬元至15萬元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
(直接裁罰，無改正免罰機會)

申報義務人接獲裁處書及
限期改正通知書
15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按次
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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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罰則規範 –價格以外資訊申報不實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3項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

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第10條第5項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應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第3項規定，於接獲限期改

正通知書後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處罰

並限期於15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價格以外資訊
申報不實

申報義務人接獲
限期改正通知書
於15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
6千元至3萬元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按次
處罰至改正為止。

通知限期改正

有1次改正免罰機會

申報義務人接獲
限期改正通知書
於15日內改正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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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罰則規範 –罰鍰分攤原則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參考前開原則訂定裁罰基準。

1.買賣雙方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

雙方各負擔罰鍰½

再按權利人或義務人

各自之人數分算。

2.買賣雙方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

另一方負擔罰鍰

再按權利人或義務人

各自之人數分算。

3.買賣雙方皆僅部分當事人舉證無故意或過失

雙方各負擔罰鍰½

再按有故意或過失之

權利人或義務人各自

之人數分算。

4.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願

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

願者免罰。

＊如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不同意處分之共有人

我沒有
意願出售…

11.



05 申報作業流程

1. 確認應申報登錄案件

2. 核對送件人身分及應檢附文件

3. 確認全體申報義務人（及代理人）是否簽章

及輔導當場申報登錄

4. 已申報登錄案件之處理

5. 未申報登錄案件之處理

6. 收件及輸入申報書序號

7. 登記完畢後，系統產製申報登錄案件相關資料

8. 登打紙本申報案件資料

9. 申報登錄資料與系統產製資料併檔

10. 完成申報登錄資料建置，申報書歸檔

申報作業流程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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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申報
時點 併同買賣登記案件送件

受理櫃檯 一般收件櫃台

情形分類
受理所

【有代理人】

核對
身分

送件人身分 代理人本人

複代理人或登助

(需代理人為地政士且

登記=實登代理人)

核對文件 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應附文件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3.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送件人應簽名)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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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補申報流程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1.方雙賣買(或人理代其)以A2或A3 式方報申，

關機記登理受至依前述一般申報流程 理辦，

並應書報申於第1頁 方上記登寫填處白空

件收年 號字。

2.補申報作業所務事政地一任於近就可以代收

代寄方式 理辦，應所地收代 核對送件人身分

及應檢附文件 ，依續」市縣跨理受關機記登

則原業作件案請申類政地收代「至寄代定規

關機記登理受。

補申報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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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申報
時點 登記案件收件後

受理櫃檯 實價登錄櫃台

情形分類
登記案件受理所或他所受理(代收代寄)

【有代理人】

核對
身分

送件人身分 代理人本人

複代理人或登助

(需代理人為地政士且

登記=實登代理人)

核對文件 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應附文件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3.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實價登錄申報書

(上方空白處填寫登記

收件字號) 

(送件人應簽名)

2.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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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更正申報流程

1.原申報登錄內容有誤者，由買賣雙方(或其代理人)

檢附下列文件，至管轄機關辦理更正申報：

(1)買賣雙方自行辦理者，應檢附實價登錄更正申報

內容申請書、申報書、買賣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

文件及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非由買賣

雙方親自送件，應另檢附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委託代理人辦理者，代理人應親自送件，但地政士

為代理人時，得由其登記助理員或複代理人送件。

送件人除前述資料外，另應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其中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及申報書得

免由申報義務人簽章。原申報登錄時以申報書代替委

託書，並載明代理權限包含更正申報且尚未逾委託期

間者，得以原申報書影本代替委託書。

2.更正申報作業可就近於任一地政事務所以代收代寄

方式辦理。

更正申報作業流程

第一節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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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申報
時點 登記案件收件後

受理櫃檯 實價登錄櫃台

情形分類
登記案件受理所或他所受理(代收代寄)

【有代理人】

核對
身分

送件人身分 代理人本人

複代理人或登助

(需代理人為地政士且

登記=實登代理人)

核對文件 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應附文件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實價登錄申報書

3.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4. 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附錄5)

5. 買賣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6. 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登記≠實登代理(送件人)

1. 同上述1-6項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送件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實價登錄申報書

(送件人應簽名)

4. 委託書

(可用申報書代替)

5. 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附錄5)

6. 買賣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7. 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7.



申報方式介紹

02 多元的申報管道

03 新制與舊制有什麼不同？

04 申報攻略 –案例情境說明

第二節

05 申報攻略 -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06 申報攻略 -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01 新制申報書欄位說明

18.



01 新制申報書欄位說明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交易日期

交易人資料

代理人資料

交易總價及車位價格

車位標示及價格

19.



01 新制申報書欄位說明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備註欄

交易標的有2人以上
承買(權利人)或
出售(義務人)時，
請於此欄位新增第２位
起之權利人資料。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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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申報書填寫攻略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A1 A2 A3

21.



01 多元的申報管道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A2

列印已填妥申報書+簽章確認

申報完成即產生條碼

至收件櫃台併同
登記案件送件即完成

22.



01 多元的申報管道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A3

填妥申報書欄位+簽章確認

至收件櫃台併同
登記案件送件即完成

至櫃檯產製條碼
取得序號並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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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元的申報管道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發生無法當場申報完成的情形時…

已列印申報書但
因故無法申報

未檢附申報書且
無法輔導申報

至收件櫃台
登記案件送件

有代理申報權

無代理申報權

至實價登錄櫃檯領取
「限期申報通知書」
並於期限內完成補申報作業

地所寄發「限期申報通知書」
給申報義務人(買賣雙方)
並於期限內完成補申報作業

24.



01 多元的申報管道

受理申報後更正作業

買賣雙方辦理

1.更正內容申請書

2.申報書

3.買賣契約書影本

4.買賣雙方證明文件

委託他人代理

1.更正內容申請書

2.申報書

3.買賣契約書影本

4.買賣雙方證明文件

5.委託書

6.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1.至資料管轄所申請

2.至全國任一地所申請

(代收代寄至資料管轄所)

25.



02 新制與舊制有什麼不同？

新制的申報義務人為買賣雙方共同申報

所以買賣雙方都一定要確實填寫

若買賣雙方有數人

可於申報書第2頁填寫，申報時倘若有
錯誤或遺漏的情形，都屬於未申報的
認定，請務必注意。

26.



02 新制與舊制有什麼不同？

若委託地政士或其他代理人代理送件申報

務必填寫代理人資料，並簽名＋蓋章

代理人之委任關係欄位資料須依實際委託情形勾選

選擇以申報書代替委託書 勾選1.並填入代理人姓名，委託代理時間可自行修正，並於修正處蓋章。

另行簽訂委託書且隨申報書一併送件申報 勾選2.並填入代理人姓名，申報義務人得免於紙本簽章。

＊ 件送自親應人理代；報申及記登請申理代時同士政地但
者錄登，件送員理助記登或人理代複之件案記登其由得。

27.



02 新制與舊制有什麼不同？

不動產標示、建物門牌、交易筆棟數由資料庫匯入

「建物格局、管理組織、有無電梯」項目
請依不動產交易當時現況填寫。

交易總價欄位請務必確實填寫

新制申報書僅須填寫「交易總價」欄
位，原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
欄位不須拆分填寫。
＊單獨計價車位資訊另行填載

28.



03 申報攻略 –案例實作

承買人：王大明

出賣人：陳大華

代理人：林大元

交易標的 新北市蘆洲區ＯＯ段

土地1筆 /  建物1棟

格局：4房2廳2衛

有管委會、電梯、夾層增建

車位２個 (坡道平面)

均位於地下2層

面積均為26.99㎡

王大明於109年7月11日與王大華簽訂不動產買

賣交易契約，並委託由代理人林大元辦理產權移

轉相關事宜，並委託代理申報實價登錄資訊。

案例情境說明

交易價格

買賣交易總價 (含車位)

6,750萬元

車位交易價格 (2個)

分別為 200萬元 / 個

29.



03 申報攻略 –案例實作

車位清冊

交易總價
及分項價格

本戶夾層增建
一併移轉。 特殊備註

30.



權利人資訊

特殊備註

義務人資訊

交易日期

31.



申報方式介紹

第二節

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32.



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權利人資訊
實務常見不動產交易契約上的承買人與實際買賣登記申請書上的
權利人不相同的情形，務必填寫實際買賣登記申請書上的權利人
資料才是正確的申報方式。

申報代理人
委託地政士或代理人申報實價登錄資訊，請務必於「委任關係」
欄位勾選□1.(委託申報)或□2.(另附委託書)表示委任關係。

＊最後檢查各欄位是否填寫完畢並完成簽章。
33.



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應載不動產買賣合約(私契)
所載之雙方合意立約日期。

交易日期

建物現況格局

有無管理組織

可參閱不動產說明書填寫。

有無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

都是以交易當時
的實際現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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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欄位8-10屬於交易價格資訊，務必依照不動產

買賣契約內容及實際情形正確核實申報，才不

會觸法遭到罰鍰的處分。

交易總價

車
位
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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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說明(A3)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增建備註 交易價含土地增值稅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備註欄選項用以記載與不動產交易相
關的資訊。請依實際情形判斷勾選，
若是選項裡沒有的情形且可能會影響
交易價格解讀，請於其他欄填寫。
如果都沒有則無須填寫。

36.



04 申報攻略 -紙本填寫申報範例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確實檢視
所有必填欄位

【非必填欄位】

1.申報人及代理人的電子信箱。

2.無代理人時免填代理人欄。

3.無交易車位時免填車位清冊。

4.有交易車位但車位面積及價格無法

拆算時，免填車位價格、面積欄。

5.無應備註事項時可免填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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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介紹

第二節

05 申報攻略 -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38.



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登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https://clir.land.moi.gov.tw/CAP/

點選「不動產實價登錄」

＊實際申報系統畫面以內政部正式上限版本為準。
39.



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行政區欄位請填寫標的座落之行政區，交易日期填寫私契簽訂日期。

新北市蘆洲區ＯＯ段

40.



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承買人：王大明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交易標的有2人以上承買時，請於此欄位新增第２位起之權利人資料。

41.



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交易標的有2人以上出賣時，請於此欄位新增第２位起之義務人資料。

出賣人：陳大華

42.



代理人：林大元

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如委託代理人辦理實價登錄申報，務必要輸入代理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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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建物現況格局

有無管理組織

可參閱不動產說明書填寫。

有無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

都是依交易當時
的實際現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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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交易總價欄位，請務必依契約書
所載價格填寫，如有申報不實將
逕予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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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1.依契約所載車位價格填寫車位總價，如有申報不實將逕予裁罰。
2.選取、輸入車位之類別、價格、面積及所在樓層等資訊後，點選新增。
3.若交易2個(含以上)車位，請重複前述新增車位 步驟2次(含以上)，以依實際車位數量申報車位清冊。
4.車位價格、面積無法拆分計算或車位沒有固定樓層，就不用填車位價格、面積欄位，所在樓層可填寫無固定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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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車位清冊」所填車位數量及車位價格加總要與「車位資訊」填報資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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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備註欄選項用以記載與不動產交易相
關的資訊。請依實際情形判斷勾選，
如果都沒有則無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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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若是選項裡沒有的情形且可能會影響
交易價格解讀，請於其他欄填寫。
如果都沒有則無須填寫。

填寫完畢後請點選「產生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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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確認申報書內容無誤後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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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申報攻略 -線上申報範例說明(A2) 第二節 申報方式介紹

申報書填寫注意事項

系統產生本案申報書序號與

條碼，申報書即產製完成。

列印紙本經買賣雙方及代理

人確認後要務必簽章後於申

辦買賣登記案件時一併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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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解析

第三節

52.



申報人資料

1.權利人與義務人有二人以上時應如何申報？

權利人或義務人有二人以上時，第二位以後(含第二位)請於申報書次頁附表填寫統一編號

並簽章；附表欄位不足時，請自行擴充，並於騎縫處由權利人或義務人中任一人蓋章。

2.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願時(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進行買賣等情形)，是不是所有的

義務人都要在申報書上填寫蓋章?

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願者（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不同意處分之共有人），可以免填

義務人資訊及免簽章。

53.



價格資訊

3.交易總價如果包含其他約定費用時應如何申報？

交易總價如含其他約定費用，該欄位仍應依契約買賣總價款(含車位)填寫。

例如：買賣總價款(含車位)6750萬元，買方負擔土地增值稅，則另填寫於11.備註欄。

如果該項其他約定費用無法

自交易總價拆分價格者，

勾選項目後免填價額。

54.



價格資訊

3.預售屋案件之原承購者（第一手）出售其購買權予新承購者（第二手），該案件於

第一次登記後申報實價登錄，交易日期與交易價格應如何申報？

交易日期應以新承購者（第二手）取得（簽訂買賣契約）日期申報，交易價格以新承購者

（第二手）取得之交易總價申報。

例如：原承購者（第一手）於107年8月10日購買預售屋價格為1,800萬元，

新承購者（第二手）於109年7月10日取得預售屋購買權價格為1,950萬元。

於第一次登記送件時申報實價登錄之交易日期為109年7月10日，交易價格為1,9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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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訊

４.僅單獨交易車位應如何申報？

交易總價及車位資訊均須填寫，交易總價等於車位總價，並勾選備註欄「僅車位交易」。

56.



價格資訊

５.車位面積應如何計算填報？如無法計算應如何申報？

車位面積原則上依登記(簿)謄本所載資料填載該車位之持分建物面積，

如未於登記(簿)謄本記載者或無法計算者免填。 ＊不要填「0」

新北市蘆洲區ＯＯ段031XX-000建號

建物門牌 新北市蘆洲區OO路5xx號等共用部分
坐落地號 ＯＯ段00xx-0000地號
主要建材 鋼骨鋼筋混凝土
主要用途 停車空間

總建物面積 4498.55平方公尺

(地下二層停車位編號413，權利範圍：10000分之60)
(地下二層停車位編號414，權利範圍：10000分之60)

4498.55 x 60/10000 = 26.99 

57.



特殊關係交易

６.買賣雙方有特殊關係應如何表示？如無定立契約且無交付價金應如何申報？

買賣雙方如為特殊關係(例如親友、鄰居、共有人等)

，應勾選備註欄第2項。

交易價格部分，訂有買賣契約者，交易價格應依

契約內容填寫；未訂買賣契約，但有約定交易

價金者，應依實際交易價金填報；未訂買賣契約

，且無約定交易價金者，交易價格欄位應填「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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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分次登記或連件案件

７.房屋買賣僅有一交易總價，因土地與建物分屬不同義務人等原因，所有權移轉時以不同

買賣登記案件辦理，應如何申報？

以下以案例方式說明：

交易價格

買賣交易總價

6,750萬元

無車位交易

承買人：王大明

出賣人A：陳大華

出賣人B：黃大寶

代理人：林大元

出售土地-收件號109年重登字第1XX210號

出售建物-收件號109年重登字第1XX220號

59.



土地建物分次登記或連件案件

出賣人A：陳大華

出售土地-收件號109年重登字第1XX210號

申報土地相關資訊，交易總價填寫「0」元

勾選備註欄:
9.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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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B：黃大寶

土地建物分次登記或連件案件

出售建物-收件號109年重登字第1XX220號

申報土地相關資訊，交易總價填寫
「房地交易總價」。

勾選備註欄：
9.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
並填寫：
12.土地地號及權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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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黃大寶

單一收件號含多筆標的且有個別價格

8.買賣成交案件有多棟(筆)房地或土地交易，分別計價有個別交易價格，且併同一件辦理

買賣登記，應如何申報？

以下以案例方式說明：

承買人：王大明

代理人：林大元

收件號109年重登字第1XX210號

交易資訊

【標的１】ＯＯ路5XX號17樓

標示：ＯＯ段00xx-0000  權利範圍47/10000

建物：ＯＯ段01211-000 

交易總價1,500萬

【標的2】ＯＯ路5XX號18樓

標示：ＯＯ段00xx-0000  權利範圍47/10000

建物：ＯＯ段01218-000 

交易總價1,700萬同一登記案件檢附2筆實價登錄申報書

＊多棟交易有個別價格，應就每棟主建物分別申報
62.



單一收件號含多筆標的且有個別價格

填寫個別交易總價

備註欄11、12
分別填寫「主建物建號」
及「土地地號及其對應
之權利範圍」

標的1. 標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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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申報相關疑問，歡迎來電討論

(02)29886336分機315、316(實價登錄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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