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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動產因為交易金額龐大，涉及的法令及知識更是廣泛，一般民眾不容

易了解各項交易細節及應注意事項，常常在交易時無所適從，導致在交易過

程中有可能衍生糾紛，不僅造成財產上的損失，更因後續的糾紛處理而曠日

廢時，形成心理上沉重的負擔。

買賣房子是人生大事，對不動產知識能多一份了解，交易時就能多一分

保障，期許大家在交易過程中，都能了解如何維護自身權益，避免交易糾紛，

找到適合自己的不動產。

有鑑於此，本所為保障民眾權益，彙整不動產買賣交易的各項參考資訊，

包含第一篇買賣交易前應注意的行情資訊、合法業者、廣告陷阱等，以及第

二篇簽約時應確認交易標的、契約文件內容及各種交易風險，到最後第三、

四篇的買賣稅費、過戶、交屋及糾紛處理等內容，另外還收錄預售屋交易相

關資訊，提供完整不動產買賣交易資訊參考指引，幫助民眾快速了解買賣交

易的各項基本知識及應注意事項，提升不動產交易安全。



蒐集資訊、委託買賣

在決定購買不動產前，會蒐集交易相關資訊，
或委託不動產業者，協助找到適合自己的不動
產或買方。

簽約

在決定購買不動產後，買賣雙方會簽訂買賣契
約書，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於交付相
關文件後，買方支付第1期價款予賣方。

備證用印

買賣雙方會備齊印鑑章、身分證明文件及買賣
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之文件並用印，買方支付
第2期款予賣方。

完稅

申報完土地增值稅、契稅等相關稅負並完稅後
，買方支付第3期款予賣方。

過戶

辦理所有權移轉及抵押權設定等登記後，買方
支付(或由貸款銀行撥款)第4期款予賣方。

交屋後續

買賣雙方點交房屋後，辦理後續稅費分算及相
關帳單、戶籍、優惠稅率異動。

不動產買賣交易流程簡介

2



壹、交易前應了解事項

不動產商品五花八門，加上金額龐大，所以

一定要先行了解市場交易行情及詳細評估財

務負擔，並確認委託的業者是否合法，以及

留意廣告內容，才可以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

產品喔！

一. 委託合法業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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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合法業者

 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

委託經紀業者銷售不動產時，建議可至內

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提供的不動產委託銷

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不

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查詢各項委託

銷售的資訊喔!

合法業者辨識方式

建議可至內政部地政司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全國業者)或新北不動

產愛連網(新北市業者)，查詢合法業者，並留意營業處所是否有合法

業者識別標誌！

進行不動產買賣時，除了自行尋找標

的及買方外，亦可透過仲介買賣房屋，

所以如何尋找合法仲介業者委託買賣，

是不動產交易安全很重要的一環喔！

 慎選合法經紀業者

不動產交易時，應審慎詳閱契約條

款，簽約時建議委託自己信賴的地

政士或採取雙地政士機制，由買賣

雙方各自指定信任的地政士，辦理

契約訂定及買賣流程，買賣雙方當

事人權益都可獲得保障。

 雙地政士-安心有保障

如有不動產估價的需求，亦建議可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土地及房

屋的估價喔!

 尋求不動產估價師協助

購買新成屋或預售屋時，應選擇合

法許可經營的不動產代銷經紀業者，

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喔！

 查詢代銷經紀業

如有住宅租賃需求，也可委託合法開業的租賃住宅服
務業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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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https://resim.land.moi.gov.tw/

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tcr.org.tw/a/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房地交易安全

https://reurl.cc/3Npq6L

契約書範本-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
https://reurl.cc/raKR4y



交易行情資訊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整合多項查詢功能，除可查

詢實價登錄交易資訊外，並提供區域位置及周

邊環境、設施資訊，此外，更定期發布新北市

住宅價格指數，包含捷運沿線、全市公寓大樓、

整體開發區(北大特區、淡海新市鎮、林口新市

鎮)等6大類23項住宅價格指數，讓您全面掌握

新北房價趨勢！

 新北I-Land不動產愛連網

 民間發布房地產指數

信義房價指數、永慶價格指數、國泰房地產指數、

清華安富房價指數等，民間單位發布之指數、估

價網站，亦可作為參考喔！

除可至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實

價登錄資訊外，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住宅統

計專區，更提供住宅相關價格指標及各面向的主

題資訊，此外，內政部地政司亦定期發布都市地

區地價指數，可作為您買賣交易的參考。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若想了解樹林、三峽、鶯歌區的不動產買賣交易概況，

可至樹林地政網站/地價專區查詢，除提供每季實價登

錄統計資訊外，更整理北大特區、鳳鳴重劃區各建案及

樹三鶯預售屋建案資訊行情地圖，讓您輕鬆了解樹三鶯

的房地交易價量資訊。

 樹林地政事務所不動產交易價量資訊

交易價格參考網站
進行不動產買賣時，因為交易金額龐大，須多
方了解交易行情，我們提供您各類交易價格資
訊參考網站，讓您全面掌握區域行情喔！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不動產交易價量資訊

https://reurl.cc/3NAl4M
https://pse.is/3ds7vm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

實價查詢服務網

https://lvr.land.moi.gov.tw/

https://reurl.cc/ZQd586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住宅統計專區

清華安富房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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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

都市地區地價指數

https://reurl.cc/DvVjjQ

不同單位發布的價格指數因樣本期間、來源及編
製方式等有所差異，建議參考前先行了解內容喔！

https://aife.site.nthu.edu.tw/



貸款參考資訊

買賣不動產時，常常會有貸款需求，各家銀行推出

房貸商品眾多，為節省您查詢的時間，我們貼心的

提供查詢網站，作為您評估購屋負擔的參考，並了

解辦理房屋貸款時，有哪些費用？需檢附哪些文件?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提供多家銀行貸款資訊，可以

依申請資格、利率、寬限期等條件，查詢各項房貸商

品，並提供各項優惠住宅貸款等資訊喔！

可依預計貸款總金額、貸款年限、貸款寬限期、階

段房貸利率等條件，試算每月應還款金額，以衡量

財務是否足以負擔。

向金融機構申請房貸應備文件
(視各金融機構需求，規定有所不同)

 身分證明相關文件

 買賣合約書正本或其影本

 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

 所得財力相關證明文件

 地籍圖、平面圖等相關圖籍

 貸款申請書

 其他相關文件

向地政機關申辦抵押權設定文件
 土地登記申請書
 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
 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含

其他約定事項）二份
 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
 義務人印鑑證明，印鑑證明書以登記原

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義務人免附
印鑑證明）。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房貸商品查詢
https://reurl.cc/0Dy5G6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房貸試算
https://reurl.cc/5oE6NG

評估購屋負擔能力

申辦房貸應準備文件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房貸商品查詢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房貸試算

辦理房貸可能須負擔相關費用，如不動產鑑價費、

抵押權設定之登記規費、書狀費、謄本費、代書費、

住宅保險費(火險、地震險)等相關費用喔!

 辦理房貸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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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各項廣告資訊(如看板、海報、傳單、電子媒體

等)，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資訊，致購

屋時有錯誤的了解，進而造成糾紛，所以我們提供廣

告內容相關資訊，記得要多加注意喔!!

 建造執照有否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

 建築物或土地之用途與法定用途是否相符?

 建築物座落地點與事實是否相符?

 不動產面積是否與所有權狀登記之面積相符?

 夾層屋是否與施(竣)工圖相符、有無明示建

築法規對施作夾層之限制。

 停車位與施(竣)工圖是否相符?

 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之表示與使用廣告

是否易使一般大眾誤認。

 建築物外在環境、視野、景觀是否與事實相

符?

 建築物外觀、設計、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是

否與廣告相符?

 建築物內部自有格局配置廣告與施(竣)工圖

是否相符?

 溫泉等特殊設施廣告表示，實際給付是否符

合相關法令。

 獲獎情形與事實是否相符?

 優惠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

 一定期間之投資報酬率是否與事實相符?

 房屋仲介業者之成交紀錄、分店數量、買方

或買方數量等是否與事實相符?

 經紀業所為廣告案件，是否載明經紀業名稱

及經營型態。

 預售屋廣告主所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

之規定、建材之供給等是否與廣告相符?

不動產廣告應注意的內容

廣告內容陷阱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避免不動產業

者以不實廣告行為誤導消費者，特別針對不動產廣

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的案件，訂定處理原則，

建議在參考不動產廣告前，可先行查閱了解！

 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設有不動產經紀業專區，提供不

動產經紀業相關法規查詢，並提供內政部不動產經

紀業廣告不實的處理原則，可讓您對廣告內容有多

一層的了解，歡迎多加利用!

 不動產經紀業廣告處理原則

廣告內容詳實求證

公平交易委員會設有消費者資訊專區，提供各種案

例類型及資訊，可提供您參考了解！

 消費者資訊專區

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資訊專區

https://reurl.cc/5oQVlR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https://reurl.cc/v52okL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不動產經紀業專區

https://reurl.cc/o937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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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成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規定，廣告視為契約之一部分，不得約定
僅供參考喔！



貳、簽約時應注意事項

一. 確認產權內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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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動產可能存有他項權利等負擔，加上異

質性高，所以在簽約時一定要特別注意產權

狀況及標的現況，並且簽約前一定詳加審閱

契約內容，以及了解可能的交易風險，以避

免後續的交易糾紛喔！



確認產權內容

如何申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呢?有多種申請方式如下，您可選擇對

自己最方便的方式申請喔!!

全國各地政事務所、地政小而能工作站、新北市府聯合服務中心綜

合櫃檯及網路均提供謄本申領服務；至7-11、OK、萊爾富及全家四

大超商，持自然人憑證透過多功能事務機申領登第二類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申請送件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

上8點至下午5點)

 謄本申領方式

 三類謄本
第一類謄本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

及地價資料。

第二類謄本

任何人均得申請。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

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

匿之資料。但限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在此限。

第三類謄本
登記名義人、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的利害

關係人得申請。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料。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大心服務

地籍謄本及住址隱匿申辦指南

為了讓您可簡單、輕鬆的申請謄本，或完成不動產登記後，不想在

第二類謄本上揭露其完整住址者，樹林地政提供step by step的方式

點選操作，幫助您快速找到最適合的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歡迎至

我們的網站/線上服務/申辦指南/地籍謄本申辦指南及住址隱匿申辦

指南體驗看看喔!!

另亦可親至全國各地政事務所或使用自然人憑證於內政部地政司地

政線上申辦系統，提出謄本住址隱匿之申請，以保護個人隱私。

線上預約申請第三類謄本

您(須具利害關係人資格喔!)如想申請三類謄本，可透過我們的網站/

線上服務/線上預約/線上預約第三類謄本，或電子郵件、Line、傳

真也可以喔!!

http://www.land.nat.gov.tw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https://www.ttt.nat.gov.tw

北北桃地政資訊
網路E點通-中華電信

https://reurl.cc/GdNMgv

北北桃地政資訊
網路E點通-關貿

https://reurl.cc/zb5moN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三類謄本專區

https://reurl.cc/jqblZm

地籍謄本及住址
隱匿申辦指南

線上預約申請

第三類謄本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進行不動產買賣時，我們須先了解產權狀況，相關基本資訊，以避

免後續產權糾紛，這些資訊可從【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得知喔!!

避免後續產權糾紛

https://reurl.cc/l03vxA

如遇有不動產經紀人員，不當利用第二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料謄本侵擾所有權人，可至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參考相關申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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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標的現況 買賣不動產為人生大事，除了價格考量外，標

的面積、屋況、土地使用管制、周邊環境也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以下提供確認標的現況相關

資訊，讓您輕鬆找到符合需求的房屋喔!

如何查詢標的基本資訊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的標示部，載有土地房屋面積、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以及房屋的主

要用途、建材、建築完成日期等基本資訊！此外，

內政部提供「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線上免費查詢

服務，您只需上網輸入地號或建號，即可查詢相關

機關註記的土地污染、容積移轉或土地開發使用限

制等重要參考資訊。

如何查詢土地使用管制
建議您可至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確認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或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政資訊易找查-查詢

非都市土地的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以了解土地

的使用管制喔！

如何查詢建物資訊
房屋的建造、使用執照，可查得建物用途、層棟戶

數、停車位數輛等，如要確認建物資訊，建議您可

至新北市政府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查詢。

如何了解周邊生活機能
周邊公共設施、消費市場、生活機能，以及交通條

件是購屋的重要考量，新北不動產愛連網的圖台定

位分析功能，提供您查詢標的周邊機能資訊，此外

還有街景及路徑功能，讓您了解標的現況及評估交

通路徑、時間。

如何掌握看屋要訣
現場看屋時須注意哪些事項，或經紀業者提供的不

動產說明書內容如何看呢？建議您可至內政部不動

產資訊平台查詢民眾看屋注意事項參考表、消費者

買賣房屋須知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等資訊。

找到符合需求標的

在購屋前，如購買區分所有建物的房子，因新

住戶仍受社區規約拘束，所以建議應詳閱社區

規約或會議紀錄等文件，以保障您的權益!

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

都市土地查詢

https://reurl.cc/GdQ8ox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政資

訊易找查-非都市土地查詢

https://reurl.cc/AgpVKQ

https://reurl.cc/v5oYdj

新北市政府建管
便民服務資訊網

內政部不動產

資訊平台

https://reurl.cc/qmo7Nn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三類謄本專區

https://reurl.cc/zb5moN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

https://reurl.cc/3Npq6L

內政部「土地建物參考資
訊檔」線上查詢

https://pse.is/3ebzvy

新北市政府
公寓大廈管理科

https://reurl.cc/o9bo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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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屋查詢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屋查詢系統，可查詢民國71至73年間

建造且經偵測評估其目前年劑量仍達1毫西弗以上之輻射屋地址，

並可洽「輻射屋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076-678」。

海砂屋查詢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有海砂屋報備案件清冊，可上「新北市高

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查詢系統」查詢是否為海砂屋，如另

有疑慮，建議可洽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建築工程履歷查詢
內政部營建署提供民眾了解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登載事項內容，

及該建築工程之起造人、承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基本資料、

獎懲紀錄及近年實蹟，以利民眾選擇合適的建案。

輻射屋、海砂屋、建築工程履歷查詢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提供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臺灣活動斷層觀測系統、地質資料

整合查詢、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等相關資訊，可提供您查詢標的

所處位置之相關地質資料，讓您了解土地可能的潛在風險。

土壤液化潛勢、活動斷層、地質資料、地質敏感區查詢

交易潛在風險

防詐騙資訊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屋查詢系統
https://ramdar.aec.gov.tw/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查詢系統

https://reurl.cc/WEY9bL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履歷查詢系統

https://reurl.cc/e9Zrz7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s://pse.is/3dft7f

地籍異動即時通申辦服務
不動產所有權人得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當土地或建物被

申請買賣、贈與、抵押權設定、書狀補給等12項登記案件，於

「收件」、「異動完成」時由系統自動通知，即時掌握地籍異

動情形。申請方式可至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網路申請、或併

土地登記案件申請。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有關詐騙相關資訊、案例或詐騙案件舉報，建議您可至內政部

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查詢了解。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地籍產權異動即時通

https://pse.is/3ctqar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https://reurl.cc/qm6L7y

留意各種交易風險
進行不動產買賣時，為避免購買到瑕
疵物件及遭到詐騙，建議可多加留意
下列資訊喔!

有關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印鑑證明、本票等重要文件，一定要妥善保管

，勿輕信他人、隨意交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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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文件內容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買賣契約書範本

https://reurl.cc/v5L5gN

買賣不動產時，為了確認雙方協議的內容，會簽訂買賣契約書，一般分為私契及公契，私契是

指買賣雙方針對不動產交易各項約定所簽訂的書面契約，而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訂定的契

約俗稱為公契。為保障雙方權益，事先了解契約文件內容，是買賣房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喔！

詳閱契約相關約定

為保障民眾權益，內政部於不動產資訊平台

提供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及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內容包含買賣

標的、買賣價款、付款約定、貸款處理、稅

費負擔、交屋事宜、瑕疵擔保責任、違約之

處罰及簽約注意事項等。

 成屋買賣交易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亦提供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預售屋買

賣契約書範本、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及預售屋買賣

契約書範本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內容包

含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如契約審閱

期、廣告之義務、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共有部分項目、履約保證方式等約定事項。

 預售屋買賣交易

另有關住宅租賃部分，提供住宅租賃常見糾紛

問答集、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住宅租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住宅租賃契約

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內容含有常見租賃糾

紛說明、契約審閱期、租賃標的、租賃期間、

租金約定及支付、押金約定及返還、租賃期間

相關費用、修繕之約定及不得記載事項等。

 住宅租賃交易

簽約前一定要注意的事

 慎選合法不動產業者

 詳細勘查交易標的

 了解賣方出售原因

 考慮價格是否合理

 評估財務狀況及負擔能力

 面積是否正確

 產權是否清楚

 詳閱買賣定型化契約

 充分運用契約審閱期

 確認簽約人身分

 指定信賴地政士簽約及辦理產權移轉

 要求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查閱並確認不動產說明書

 支付合理服務報酬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消費者買賣房屋須知

https://reurl.cc/1gqea8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不動產說明書

https://reurl.cc/1gqe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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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稅費及過戶資訊

不動產買賣交易，包含了各項稅捐、規費及

業者服務費，加上買賣移轉登記涉及稅捐、

戶政及地政等機關，所以事先了解可能負擔

的稅費，以及相關行政流程，對於買賣交易

流程的安全，也可多一分保障喔！

一. 權責辦理機關………………………….14

二. 交易稅費負擔………………………….15

三. 辦理產權移轉………………………….16



權責辦理機關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s://www.ntbna.gov.tw/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zbKlxk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總處
https://reurl.cc/v5K0jN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
https://reurl.cc/Q7VeA5

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nnlrav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https://pse.is/3hmhpc

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
https://dc.land.moi.gov.tw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g8nGkb

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KxOeky

辦理不動產買賣過戶前須至相關機關辦理完稅、申請身分證明文件等行政流程，
為避免您東查西找，我們整合本所轄區相關機關資訊，讓您一次掌握!

稅捐機關

辦理過戶前，須先至地方稅捐機關

申報土地增值稅(土地)、契稅(建物)，

如為二親等間的買賣須向出賣人戶

籍所在地之國稅局申報贈與稅喔！

(小叮嚀：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作

業入口網」線上申報完稅後，再向

地政事務所申辦買賣過戶等移轉登

記時，即由地政事務所主動查詢繳

稅情形，民眾免附紙本稅單。）

戶政機關

為確認登記義務人身分，可至戶

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辦印鑑

證明。

(小叮嚀：登記義務人亦可親自到

地政登記機關核對身分，或辦理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喔。)

地政機關

辦理各項行政作業

14

完稅後，尚須至地政機關辦理過戶，

坐落於新北市之不動產可於本市任

一地所送件，如不動產位於其他縣

市，可由本市任一地所代收代寄至

管轄所!!亦可至「內政部地政司數

位櫃臺」以線上申辦後寄送紙本書

表文件方式辦理。待登記完畢後，

才是真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喔！

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11.aspx?Mode=PN16
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11.aspx?Mode=PN18


項目 計算方式

契稅 建物核定契價6%。

印花稅 土地及建物契稅價格核課0.1%。

地政登記規費

土地：申報地價x面積x持分x0.1%。

建物：稅務機關核定契價x0.1%。
設定登記費:權利價值x 0.1%。

謄本費1張20元、書狀費1張80元。

銀行徵信查詢費
貸款開辦手續費

如有貸款買房，依各家銀行所訂費用。

房屋住宅險
地震險保費

如有貸款買房，一般銀行會要求購買住宅火災及地震
基本保險，保險金額年限由貸款銀行核定。

交易稅費負擔

項目 計算方式

土地增值稅

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按一般用地稅率20%、30%、40%、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10%課徵。
土地如持有超過20、30、40年以上者，另有不同的減
徵優惠喔！

交易所得稅
(小叮嚀：房地合一稅

2.0於110年7月1日正式
施行了喔!)

 財產交易所得稅(舊制): 

出售屬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課稅的房屋、土地，
只有房屋交易部分課徵綜合所得稅，土地交易部分免

納所得稅（103年1月1日以前取得；或103年1月2日

至104年12月31日取得，且持有期間超過2年）。
 房地合一稅(新制):

出售屬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課稅的房屋、土地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或103年1月2日至104年12
月31日取得，且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

項目 計算方式

代書費
如委託地政士簽約及辦理產權移轉者，買賣代書費、
抵押權設定塗銷代書費、簽約手續費等。

仲介服務費

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

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
產實際成交價金6%。

房屋稅、地價稅
水、電、瓦斯、管理

費等

原則以交屋日為分界點，買賣雙方再按比例分擔，一

般交屋日前費用由賣方負擔，交屋日後費用由買方負
擔。

另房屋稅、地價稅核課期間分別為前1年7/1 ~當年

6/30、當年1/1~12/31，於分算時應特別注意喔！

買賣案件試算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

https://reurl.cc/OX6kOv

房地合一稅試算
https://reurl.cc/OX6kOv

買方

賣方

雙方

登記規費試算
https://reurl.cc/l0O5N6

新北稅視訊櫃台
https://reurl.cc/AglKWQ

進行不動產買賣時，除買賣交易價款外，還包含
各項稅捐、規費及委託不動產業者的服務費喔!
另在本所如遇有稅捐問題，建議可利用本所與稅
捐機關的視訊連線服務喔！

各項稅費計算方式

本所網站提供「地價配對易點通」服務，提供您快速查詢地價稅、土地增值稅適用的地價資料，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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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產權移轉

實價登錄申報

實價登錄應由買賣雙方共同於買賣移轉登記時申報，

其中「車位個數」、「車位總價」、「交易總價」

及總價包含之裝潢費、傢俱設備費、土地增值稅或

其他稅費、仲介費、地政士服務費及其他非屬不動

產價格之費用等價格資訊，如有申報不實，將直接

處3萬元至15萬元罰鍰，所以買賣雙方申報時，務必

要詳加確認。另登記案件送件時，未一併申報，登

記受理機關將會提醒您限期申報，並請您依限申報，

以避免受罰喔!相關資訊可至我們的網站地價專區/實

價登錄項下了解！

買賣移轉登記

有關過戶相關資訊可至樹林地政的業務專區/地政便

利包查詢，而買賣移轉所需的文件包含

在完成土地增值稅、契稅等相關稅負的繳納後，接著就是備妥文件至地政機關辦
理過戶，確認移轉登記完畢後，您才是真正的土地房屋所有權人喔！

 土地登記申請書

 買賣移轉契約書正副本各1份(公契)

 土地增值稅單、契稅單(完稅後)；若二親等間買

賣需另檢附贈與稅證明書

 所有權狀正本

 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

 賣方印鑑證明(親自到場核對身分免附)、印鑑章

 買方一般印章

登記實價併同送件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買賣便利包

https://reurl.cc/pmK7Kd

買賣案件辦理

情形查詢

https://reurl.cc/o9KlAQ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地價專區/實價登錄

https://reurl.cc/R0LxkD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

申辦系統-實價登錄申報

https://pse.is/39m2vp

 線上申請買賣過戶：可由地政士、律師等專業代理人至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台網站線上提出申請，相關
的紙本附件則可就近郵寄到管轄之地政事務所。

 辦理土地登記線上聲明：至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台，透過自然人憑證上網登錄資訊，由地政士或律師核

對身分後驗證聲明，即可不必再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或申請印鑑證明，節省您的時間與金錢。

 登記領件i郵箱：自110年4月1日起，本市全國首創開辦「案件辦畢交寄i郵箱」服務，您可於送件時填妥

申請書，即可於登記案件辦畢後至住家或辦公處所附近之i郵箱取件喔!

 實價登錄建議申報方式：建議以表單申報、紙本送件(A2)申報，以利加速案件的處理時效喔!

 檔案應用申請：如有調閱原登記案件之需求，您可至原受理所或就新北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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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
數位櫃臺

https://dc.land.moi.gov.tw



肆、交屋及糾紛處理

在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後，還須辦理各類帳單

的異動，以及相關自用優惠稅率的申請，此

外，事先了解交易糾紛的申訴及處理資訊，

才可以在交易過程中保障自己的權益喔！

一. 交屋帳單異動…………………………..18

二. 交易糾紛處理…………………………..19



交屋帳單異動

交屋後，如符合地價稅、房屋稅自用住宅稅率，可向稅捐稽徵處申請適用特別稅

率，另外還須辦理水電瓦斯電信等帳單異動以及戶籍異動作業喔！

房屋稅-自住使用房屋
個人所有的住家用房屋無出租使用，並

供其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

用，且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

計 3 戶以內，屬供自住使用，可適用自

住房屋稅率 1.2% 。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
•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設有戶籍登記

• 無出租、無營業之住宅用地。

• 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 都市土地以 300 平方公尺（約90.75 坪）為限；非都市

土地以700 平方公尺（約211.75坪）為限。

•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1處為限。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https://reurl.cc/WEMG37

台灣電力公司網路櫃檯過戶申請作業

https://reurl.cc/V3QL3n

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設備過戶

https://reurl.cc/V3QL3b 

中華電信網路客服中心

https://reurl.cc/jqYD8y

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nn4DzX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https://reurl.cc/7yLkXQ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https://pse.is/3gwa6r

台灣自來水公司線上申辦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

https://reurl.cc/6yY5lV

各項帳單過戶異動

地價稅開徵日期訂在 11月 1 日，於開徵40日（即9月22日) 前申請核准者，當

年開始適用；逾期申請核准者，次年才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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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糾紛處理

買賣不動產如遇交易糾紛，該怎麼辦?我們提供您各種申訴途徑、相關
糾紛案例及調解、訴訟資訊，供您參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線上申訴系統

https://reurl.cc/2byjrm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消費糾紛案例及原因統計

https://reurl.cc/3Np45V

 線上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線上申訴系統申訴。

 紙本

下載消費爭議申訴資料表傳真、郵寄至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中心。

 現場

親自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中心。

 電話
可於上班時間(不含午休)撥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亦會直接轉接至所在地縣市政府消費者服

務中心。

 新北市窗口資訊

電話:02-29683092

傳真:02-8953683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樓聯合服務中心

申訴管道

對於申訴處理結果不滿意時，您可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消費者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調解

您依法可向法院提起消費訴訟，但因訴訟耗時費力，且

須繳付訴訟費用，建議您將提起訴訟作為最後的手段。

訴訟

提供各縣市仲介、建商、代銷等相關申訴問題資訊；另針

對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進行統計，於購買不動產前，建議

可先行留意，以避免糾紛，維護自身權益!

糾紛案例查詢與統計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

https://reurl.cc/7ymkAd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https://pse.is/3hklmz

糾紛申訴、調解、訴訟

內政部彙整之「住宅租賃常見糾紛

問答集」，置於本所網站不動產交

易安全專區，可多加利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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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售屋買賣交易資訊

預售屋因尚未有實際屋況可以確認，加上交

易期間長，所以交易前一定要冷靜思考，留

意業者提供的契約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要

求提供相關圖書或文件，以保障自身權益喔！



預售買賣交易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提供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履約

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等相關文件，建議購買預售屋前，

可先行下載查閱！

 預售屋定型化契約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提供包含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履約

保證機制相關規定及各銀行辦理預售屋信託機制查詢資

訊，供您查詢及下載，亦可多加利用喔！

新北市預售屋信託機制查詢

 確認建案已請領建造執照。

 無須先行支付定金才可審閱契約書。

 停車位應載明長、寬、高及含車道及其他必

要空間的合計面積。

 土地及建物登記總面積如發生誤差，不足部

分，建商均應全部找補。

 自來水、電力管線、瓦斯內管線之相關費用

應由建商負擔。

 交屋保留款包括房屋及土地總價的5%。

 建商如延遲交屋，應按萬分之五日息，負擔

遲延利息。

 建商在交屋前應完成瑕疵修繕義務。

 房子的保固期限，是從交屋日起算，結構部

分保固15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保固1年。

購買預售屋前一定要注意的事

預售屋新制於110年7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針對預

售屋交易部分，新增下列規定：

 預售屋全面納管且即時申報

預售屋銷售前應以書面將資訊報請備查，並應全面

申報實價登錄及提前至簽訂契約書後30日內申報。

 預售屋資訊完整揭露

預售屋實價登錄資訊將揭露至門牌，並提供查詢預

售屋建案資訊及定型化契約。

 增訂查核權及加重罰則

增訂主管機關查核權，規避或拒絕查核者得處以罰

鍰；另加重限期改正2次仍未改正者，將加重罰鍰。

 紅單交易納管

明定預售屋紅單相關規定，並禁止紅單交易轉售第

三人，違反者，將按戶(棟)處15萬至100萬元罰鍰。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明定預售屋銷售前，應一併將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

備查，如使用違反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將按戶(棟)處6萬至30萬元罰鍰。

 預售屋新制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維護交易秩序與購買預售屋者權益，

特別針對不動產開發業者及不動產經紀業者，涉及違

反公平交易法規定的預售屋銷售行為，訂定處理原則，

建議購買預售屋前，可先行查閱了解！

 預售屋銷售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預售屋新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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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2.0於110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增列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為課稅範圍喔。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不動產交易

https://reurl.cc/Q9N1YM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地價專區/實價登錄/預售屋

實價登錄及備查

https://reurl.cc/Lbevqa

內政部

不動產資訊平台-契約書範本

https://reurl.cc/raKR4y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https://reurl.cc/yEW5kE



附錄、買賣交易資訊QRcode

不動產交易相關訊息及資訊龐雜，所以我們

彙整各項實用的參考網站Qrcode，並分門

別類整理後，供您在不動產買賣交易時參考！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房地交易安全

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契約書範本-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不動產交易價量資訊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住宅統計專區

內政部地政司都市地區地價指數

清華安富房價指數

委託合法業者

交易行情資訊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房貸商品查詢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房貸試算
貸款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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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公平交易委員會-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資訊專區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經紀業專區

廣告內容陷阱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三類謄本專區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北北桃地政資訊網路E點通-關貿

北北桃地政資訊網路E點通-中華電信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地籍謄本及住址隱

匿申辦指南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線上預約申請第三

類謄本

確認產權內容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買賣契約書範本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消費者買賣房屋須知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不動產說明書

契約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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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三類謄本專區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政資訊易找查-非都市

土地查詢

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都市土地查詢

新北市政府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內政部「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線上查詢

新北市政府公寓大廈管理科

確認標的現況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屋查詢系統

新北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查詢系統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履歷查詢系統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統-地籍產權

異動即時通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交易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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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總處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權責辦理機關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買賣案件試算(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

登記規費試算

房地合一稅試算

新北稅視訊櫃台

交易稅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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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台灣自來水公司線上申辦變更用水人名義(過

戶)

台灣電力公司網路櫃檯過戶申請作業

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設備過戶

中華電信網路客服中心

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交屋帳單異動

交易稅費負擔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買賣便利包

買賣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地價專區/實價登錄

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統-實價登錄

申報

辦理產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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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線上申訴系統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消費糾紛案例及原因

統計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

交易糾紛處理

網站或資訊名稱 QRcode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契約書範本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交易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地價專區/實價登錄/預售屋實價登錄及備查

預售買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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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地址：(23852)新北市樹林區地政街12號

電話：02-26808001

傳真：02-26800121

電子服務信箱：ntpc546@ntpc.gov.tw

網站：https://www.shulin.land.ntp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