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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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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項及說明 

買賣 

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涉不實樣態 

價格部份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分別登錄土地及建物價格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誤列其他費用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登錄車位價格 

面積部份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面積未申報或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持分申報錯誤 

其它資訊部份 

交易日期誤植 

建物型態誤植 

建物段名誤植 

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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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蘆洲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蘆洲區ＯＯ路OO號四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7層                                   總面積：***49.01平方公尺 
層次：四層                                              層次面積：***49.01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6.98平方公尺 
                            雨遮                                                       面積：****1.32平方公

尺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 建號231.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5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7日                                               登記原因：買
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8日 
  所有權人：吳OO 
  住       址：新北市蘆洲區OO路OO號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申報建物交易資訊，應將主建物建號 
及共用部分建號面積分別申報，而非合 
計申報於同一建號內。』 

主建號面積應與附屬建物面積合併
計算，與主建號一併申報。 

共有部分應按權利範圍，按各獨立
建號分別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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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附屬建物面積併入主建物建號申報， 
共用部分面積未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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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善用匯入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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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分區申報錯誤 

都市土地：1.住   2.商  3.工  4.農  5.其他 

非都市土地不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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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分區申報錯誤 

若該交易標的的使用分區非屬選單中住、商、工、農， 
於選擇５.其他後，應續填寫其使用分區情形， 
如:道路用地、公園用地、市場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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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建物型態申報錯誤 

申報書填寫說明： 
『成交案件之建物形態應以結構規劃與實際用途綜合考量選擇適合的建物型態: 
例如實際用途為營業使用，不論其建築規劃為何，應選擇建物型態為【店面】； 
實際用途為工業使用者，不論其建築規劃為何，應選擇建物型態為【工廠】或【廠辦】。』 

三重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2年9月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三重區重新路路五段609巷OO號十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工商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10層                                總面積：***131.65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31.65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8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3877.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0分之10059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3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日 
  所有權人：陳OO 
  住    址：新北市三重區OO路OO號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交易標的為工業使用廠房， 
但建築規劃為10樓建築華廈， 
應如何選擇「建物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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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建物型態申報錯誤 

06.華廈(10層含以下有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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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建物型態申報錯誤 

08.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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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交易日期申報錯誤 

104年06月07日 誤填寫為登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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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交易日期申報錯誤 

申報書填寫說明： 
『申報之交易日期應按契約訂立時間如實申報，於申報時注意交易日期應先於 
或等於原因發生日期，並避免將登記日期誤填為交易日期。』 

三重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三重區中正北路OO號六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20層                                   總面積：***133.50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33.50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8.30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8495.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10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7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8日 
  所有權人：吳OO 
  住    址：新北市三重區OO路OO號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登記日期、交易日期與原因發
生日期均有不同，應避免將登
記日期誤申報為交易日期，導
致申報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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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交易日期申報錯誤 

應確實填寫契約所載交易日期 104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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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車位面積未填載或計算錯誤 

申報書填寫說明： 

『交易標的為內含車位之情形，為使交易標的之單價資料更加準確，若車位權利範圍 
為明確可分拆計算者，請於計算車位面積後進行申報。』 

申報交易標的內含車位時，
如權利範圍面積可拆分計算
時，請計算並填寫車位面積
。 

三重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三重區中正北路OO號六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20層                                   總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20.3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318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916 
  共有部分停車位：編號89  OO段OOOOO-OOO建號318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031 

編號90  OO段OOOOO-OOO建號318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031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7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8日 
  所有權人：吳OO 
  住    址：新北市三重區OO路OO號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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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車位面積未填載或計算錯誤 

正確申報方式 
18 



    ６.土地面積持分計算錯誤 

權利範圍
24/700 

456/10000 
456/10000        

登記謄本所載所有權部持分為合併歷次取得範圍， 
並非本次交易內容之部分，為避免登載錯誤， 
申報時應以登記申請書所載移轉內容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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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土地面積持分計算錯誤 

權利範圍
8/700 

152/10000 
152/10000        

登記謄本所載所有權部持分為合併歷次取得範圍， 
並非本次交易內容之部分，為避免登載錯誤， 
申報時應以登記申請書所載移轉內容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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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交易筆棟數填寫錯誤案例 

建物 2 棟 誤將單獨建號車位視為1棟建物 

21 



    ７.交易筆棟數填寫錯誤 

蘆洲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蘆洲區OO路OO號八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20層                                   總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20.3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318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916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568.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317 
  共有部分停車位：編號89  OO段OOOOO-OOO建號568.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2051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7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8日 
  所有權人：陳˙OO 
  住    址：新北市蘆洲區OO路OO號八樓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本交易案件應 
包含建物1棟+車位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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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房地交易含車位未申報 

建物 1 棟 應按實際使用狀況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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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房地交易含車位未申報 

蘆洲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蘆洲區OO路OO號八樓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20層                                   總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20.3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OO段OOOOO-OOO建號318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916 
  共有部分停車位：編號89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2051  

 

*************************  建物所有權部  ************************* 
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104年6月7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104年5月28日 
  所有權人：陳˙OO 
  住    址：新北市蘆洲區OO路OO號八樓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104年北重建字第OOOOOO號 
其他登記事項： 

交易內容含有車位，並
包含於共用部分建號內 
，應據實申報。 

共有部分停車位：編號89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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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行政區或門牌填寫錯誤 

於選取受理申報機關時，應按交易標的所在地門牌進行選取， 
避免因選取錯誤致建物門牌行政區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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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行政區或門牌填寫錯誤案例 

蘆洲區OO段 OOOOO-OOO建號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101年11月26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建物門牌：蘆洲區OO路OO號 
建物坐落地號：OO段OOOO-OOOO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020層                                   總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層次：十層                                  層次面積：***105.94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101年5月21日 
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20.32平方公尺 
    
   

申報時常因選取送件地所所在行政
區，而忽略選擇交易標的所在行政
區，雖顯示受理地所為正確，但易
發生因系統自動帶入資料，導致行
政區錯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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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車位計價方式勾選錯誤 

車位計價方式系統預設為車位單獨計價， 
如車位價格為包含於總價之案件，易因而 
造成車位資訊欄計價方式申報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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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車位計價方式勾選錯誤 

應另行選擇1.車位已含總額選項進行申報， 
以維不動產成交資訊內容之正確。 

28 



案例分析 

29 



案例1  誤以公契金額進行申報 

   地政士回覆略以：「不熟悉新制度之登打方式，因此有2
個欄位誤植......（一）價格資訊：當時只買賣車位一位，
私契價格為新台幣270萬元正......，而契稅申報書之移轉價
格為公契所定之價格182,380元，因尚不熟悉登打規定，因此
以契稅申報書之移轉價格182,380元為車位登錄價格。 
（二）權利範圍：車位移轉出的持分為24/10000，當時為拆
部分公設持分作移轉，以為持分為移轉出去的持分加上移轉
進入的總和，因此登打為48/10000」 
    「房地交易總價」一欄，依法即明定為實際成交金額，
而非公契（因應申請買賣移轉登記或報稅所擬之契約書）所
列之移轉金額；至實價登錄申報書「建物交易標的清冊」一
欄，則按內政部規範之填寫說明，應依「每一建號建物相關
標示資訊依成交案件登記（簿）謄本所載相關資訊予以填載
」，故前揭欄位皆為法所明確規定，無模糊不易判斷之情形
。 30 



案例2 分件辦理案件，申報錯誤 

    買賣登記案件分屬不同土地買賣契約書（買方相同，
賣方前者為黃00、後者為王00）。其中黃00出售交易總價
『76萬4,000元』之土地買賣契約書1，以102年樹資字第
073950及073970號案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依登記案
件拆分申報，前案登記案件所移轉之「國姓段1695地號」
，契約書載明為每坪28萬元計價，以移轉土地面積乘以此
單價，契約總額為『76萬4,000元』，地政士申報為『252
萬8,400元』；後案所移轉之「國姓段1753、1757地號、永
昌段748地號、尖山腳段632地號」，契約書載明不予計價
，地政士卻申報為『67萬7,600元』。上述拆分申報之價格
並非契約書真實價格，其總價相加亦非契約書所列之總價
。另王00出售交易總價『80萬元』之土地買賣契約，亦非
契約書所列之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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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撤銷重報誤植房地交易總價 

    經檢舉申報案件內容之房地交易總價為850萬元，與契
約書所列之950萬元不符。 
    地政士回覆略以：「...經板橋地政事務所通知更正第
18欄建物面積申報(A1FA10205090202)...，經核對於第二
次申報時誤植數字鍵第九欄，致交易金額有誤不符...。經
查實因新手同仁於撤銷重新申報時，故造成所登載資訊錯
誤。...誤以為客戶反應純屬同區段案件非本案，實非所指
說謊謊登。」 
    地政士完成第一次申報登錄，後經板橋地政事務所於
同日檢核發現申報內容有誤(第18欄建物面積)，並於通知
地政士重新申報，實已再次提供貴地政士修正申報登錄內
容之機會，且申報人本應善盡注意事項，於法定期限內確
認申報資訊正確無誤再予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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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查核發現與私契價格不符 

    地政事務所進行實價登錄案件抽查，函請地政士提供
相關證明文件，地政士並親送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
予該所。惟經該所檢覈後，指出上開申報案件內容之房地
交易總價金額為103萬6,064元，與前揭契約書所列之86萬
元不符。 
    地政士陳述係為誤植，非故意所致。 
    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及第8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不得因
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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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誤以貸款金額為交易總價 

    地政事務所抽核申報資訊正確性之需，由地政士提供
該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惟經檢覈後，指出申報案件
內容之房地交易總價金額為1,750萬元，與契約書所列之
2,500萬元不符。經該所通知重新申報後，貴地政士另提出
更正申報房地交易總價金額分別為1,400、1,190萬元有誤
，與前揭契約書所列之2,000、1,700萬元不符。 
    因建商買賣契約書分項過細，以致買賣金額加總錯誤
誤植……」、「係作業同仁……以銀行貸款金額誤載所致
，……。係作業同仁……以尾款誤載……」、「......登
打作業代理人誤以申貸金額為總價，造成登錄錯誤，
......代理登打人員當初未參加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實價登
錄講習，不闇相關操作造成一連串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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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 申報金額自行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一）申報書「房地租金總額」為新臺幣2萬1,000元，租
賃契約書所載租金總額為新臺幣2萬3,100元。（二）申報書「
建物型態」填載為辦公商業大樓，經查應為公寓。（三）申報
書「租賃日期」填載為102年10月1日，租賃契約書所載立約日
為102年8月28日。（四）申報書「土地租賃面積」為107平方公
尺，實際應為持分面積21.4平方公尺。（五）申報書「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填載為商業區，經查應為住宅區。 
    經紀業略謂「一、...因屋主實收要2萬1,000元，要求承租
方要付租賃所得，及補充二代健保，因怕承租不繳稅金，所以
加上上項這些費用，總額為2萬3,100元...二、申報土地使用分
區為商業區，...因標的物用途為店舖，...本公司依使用狀況
申報之...三、申報日期逾30日申報，因為本公司在102年2月份
曾被貴局糾正過登錄日期，不可在契約生效前，先行登錄，所
以才會都在生效當天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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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 申報金額為權利人手機電話號碼 

    申報案件內容之房地交易總價金額為9億1,938萬1,393
元，與前揭契約書所列之260萬元不符。 
    地政士略謂「...辦理實價登錄申報作業時權利人聯絡
電話為0919381393...覆於電腦頁面第二頁中房地交易總價
中不慎仍將此聯絡電話0919381393登載於本欄位，並未發
覺錯誤，按申報作業輸入『產生申報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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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口頭詢問權利人交易總價及土地使用分區 

    地政事務所於103年4月23日接獲民眾詢問本案揭露情
形，經查本案係屬交易價格異常不揭露案件，爰該所遂以
調案方式檢閱本案登記收件資料，指出前開申報案件標的
係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移轉之國有土地，其登記
案件內檢附之「出售國有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登載之移
轉總價金額為「4,377萬130元」，與前揭申報書所列之「
4,716萬元」不符。 
    本案除前開錯誤外，尚有本案申報書使用分區填載為
「道路用地」，實際為「住宅區」之錯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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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 誤以他案貸款金額為申報金額 

    地政士於103年11月6日以書面檢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申請更正價格資訊，並說明略以「原申報書誤填未發現，
後經國稅局來電告知，始作更正…」依買賣契約書，買賣
總價款為新臺幣370萬元，惟登錄申報金額為新臺幣650萬
元。 
     地政士略以「...翻閱業務紀錄簿同時把其內容資料
進行實價登錄作業，未仔細確認即將同頁另一設定案件貸
款金額650萬元誤謄入該成交總金額內」爰此申報不實之原
因，地政士說明係登錄總價時，誤登載所承辦他案件之借
款金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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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 誤以將坪與平方公尺單價進行申報 

    原每平方公尺4萬7,900元，誤計算為每坪4萬7,900元
，並提供該案土地買賣契約書影本，撤銷原申報總價85萬
3,301元及重新申報總價為184萬元。 
    地政士略以「...原登錄之買賣價格係以電話詢問買方
林清泉先生，買方告知以買賣當年期公告現值訂定之及申
報...104年1月28日要做查核作業，因合約書當時只有買賣
雙方擁有，我們又沒有留底，遂請買方mail合約書給我們
，覆核合約書時才發現金額登錄錯誤，私契載明買賣價格
為184萬元整，故應以此為實價登錄價格，不是故意登錄不
實，...」。 
    買賣契約書立書人下方載有「見證人暨承辦地政士：
廖○○」等文字，並留有 貴地政士相關個人資料及親筆簽
名、蓋章，顯見此一交易金額並非如同地政士所陳並不知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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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因眼疾申報登錄錯誤 

    地政士發現申報書之價格資訊填載有誤，遂於104年5
月27日向本市汐止地政事務所填報實價登錄逾申報期限案
件更正內容申請書，表示誤將貸款金額1,700萬元誤植為房
地交易總價，並提供該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撤銷原
申報總價1,700萬元及重新申報總價為2,980萬元。 
地政士略以「...因申報助理人係殘障人士為弱視人員且患
有嚴重青光眼，並有一眼近失明，助理人員於登錄時誤將
貸款二字看成總價，所以不慎將貸款價格1700萬看成總價
。 
    地政士為申報義務人，自不得以申報代理人眼疾而免
責。且地政士前因實價登錄未依契約書將土地、建物價格
分別申報填載，以及建物移轉面積申報錯誤，經本局同意
不予裁罰在案，並函諭知貴地政士辦理申報實價登錄時，
應確依契約內容填載並詳加確認申報內容正確性，若有再
犯，將依地政士法相關規定辦理。 40 



案例12 因分心申報登錄錯誤 

    地政士自行申請將原買賣價920萬元更正為660萬元。 
    在登打案件時把買賣價格660萬元誤植920萬(看錯件登
打)…」，與104年8月25日說明函說詞反覆不一，況實價登
錄申報系統已提供價格資訊金額提示功能，即輸入房地交
易總價ㄧ欄，會以公文格式顯示數值，如（X億X,XXX萬
X,XXX元；點選產生申報書後，系統會以彈跳視窗提示本次
申報的總金額）。 
    且地政士前因實價登錄申報案件誤植致申報房地總價
與契約書所載不符，經本局同意不予裁罰在案，並函諭知
貴地政士辦理申報實價登錄時，應確依契約內容填載並詳
加確認申報內容正確性，若有再犯，將依地政士法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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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持分移轉分件辦理漏未申報 

    地政士發現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載金額(新台幣2,419
萬5,045元)與申報登錄之房地交易總價(806萬5,015元)不
符。 
    「…經地政事務所通知查核本案，發現有漏申報部分
已向地政辦理更正完成。本買賣標的為移轉持分3/20公契
一份，另有買賣合約書共三份，各持分1/20（買賣金額：
806萬5015元整），實價登錄申報時，承辦助理僅申報一份
買賣持分1/20（買賣金額：806萬5015元整），另外二份買
賣持分各1/20漏未申報（買賣金額：1613萬30元整），致
買賣總價登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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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4 將仲介費列入成交總價申報 

    地政士將仲介費100萬元列入總價申報，私契所載成交
價格為2500萬元，與申報登錄2600萬不符。 
    「…經地政事務查核，發現私契所載成交總價為2500
萬元，買方要求將仲介費納入成交總價予以申報，與實價
登錄規定未何，依內政部規定，如有仲介費、稅費負擔之
其他約定，可於備註事項欄內予以備註，並非列入成交總
價予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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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5 車位總價申報錯誤且重複申報 

   私契載明車位價格為250萬元，申報登錄價格卻申報為
300萬元，且又再將車位價格重複申報在房地交易總價內。 
   地政士略謂「因助理不熟悉申報登錄方式，且將其他案
車位價格誤以為本案成交價格，原成交總價含車位價格應
為3000萬元，卻申報為3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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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6 國稅局查稅發現申報不實 

    地政士申報本市烏日區高鐵路一段X號之不動產買賣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一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楠梓稽徵所因
財產交易所得查核後發現，且提供買賣方契約書，內有註
明雙方約定應買方貸款需要，故以1950萬為申報登錄金額
，故本案實際成交價格應為新臺幣1,680萬元整，與實價登
錄金額新臺幣1,950萬元整不符。 
    函請地政士為事實上及法律上提出陳述意見書。陳述
意見書送達後已逾10日迄未回覆，茲因高雄國稅局楠梓稽
徵所查核現金流向之事證明確，確有申報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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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 買賣雙方私下約定致申報不實 

    查地政士於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買賣案件
，申報價格390萬元，惟地政事務所查核案件時，發現私契
載明價格為350萬元。 
    地政士略以：「...，至該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買賣成交
價為新台幣390萬元正，...，買賣成交價金亦是經買賣雙
方合意後由代書照雙方意思所填寫，...」。嗣經買方魏
○○於104年1月15陳述意見略以「..當初因貸款需求與方
○○協議好墊高買賣價。再行委託代書簽約，此價格代書
並不知情。」惟仍認台端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
項規定，申報登錄之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不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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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8 買賣雙方協議變更契約致申報不實 

    地政士原申報成交金額650萬，交易日期102年8月22日
，後又聲稱因買賣雙方合意變更價款，復於103年5月9日至
地政事務所要求撤銷該申報案並重新申報成交金額490萬，
交易日期103年7月31日）。 
    地政士陳述係依買賣雙方調整價格重新申報，另於103
年9月20日、22日買賣雙方分別切結確有變更買賣價金之切
結書各一份。臺端又於103年12月23日之說明書內說明本案
，雙方因簽約後再協議附帶整修，遂以契約增補條文方式
為之，故補送增修條文一份等陳述內容。惟因申報登錄之
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成交價格、交易日期填寫有誤）確
為不實，仍予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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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9土地面積誤植致申報不實 

    查地政士申報仁德區崑崙段5筆土地買賣登記案件，所
載移轉權利範圍均為1/600，與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書登載為1/200不符，導致本案申報價格異常。 
    地政士略謂「...因電腦操作錯誤又未能及時察覺以致
本案土地標的清冊之權利範圍誤繕為移轉登記後連前持分
1/200，其正確應為本次取得移轉權利範圍1/600...。」經
查內政部地政線上申報系統台端於104年3月27日已超過法
定申報期限始重新申報完畢，台端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26
條之1第1項規定，申報登錄之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確為不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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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0漏列建物共有部分 

    查地政士申報北區開元段O地號，主建物同段X建號（共有
部分Y、Z建號），查本案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
建物欄位僅載同段X建號（權利範圍1/1）、Y建號（權利範圍
99/10000），遺漏同段Z建號（權利範圍8/10000），致不動產
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價格異常。 
    地政士略謂「...陳述人透過自然人憑證做實價登錄時，
選取建物共有部份Y、Z時，疑似電腦出現當機，導致申報出去
的電腦資料遺漏了Z建號，又疏於確認。」，故本案申報義務
人未能於資料匯入後，對所輸入的資料予於確認，過失責任明
確在案，台端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項規定，申報登
錄之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確為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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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漏申報建物成交價格 

    安平區金城段O地號，建物同段X建號，查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土地買賣價款係940萬8000元，建物買賣價款係627
萬2000元，交易總價應為1568萬元，惟申報書交易總價欄
位所載為940萬8000元，顯與買賣契約書交易總價款不符，
疑涉實價登錄申報不實 
     地政士略謂「....此件買賣價格會有登錄錯誤的原因
是因助理登錄時是依檔案袋的合約書價格登錄，這位助理
登錄時找到合約書（土地）就直接依買賣價格填入，沒注
意到這件案件還有另一本合約書（建物），須加總後才正
確，登完後也一直沒發現.....」等語，故申報義務人過失
責任明確在案，本案雖由申報義務人說明係由助理申報錯
誤，且主動申請更正，惟其申報價格錯誤出於過失明確，
則申報義務人應負申報不實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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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借名登記(1) 

    申報價格為860萬，實際價格為765萬。 
    地政士略以「..賣方─曹○珠─本案委託人....買方
─黃○嫻─本案委託人...登記名義人─邱○敏...肆、登
記名義人邱○敏把他的身分證影本及印章由黃○嫻帶來本
事務所辦理登記，及一開始黃○嫻向本人表示他是買方，
曹○英是賣方，在事理上，本人相信黃○嫻是買方或買方
的代理人或至少是表見代理人。....伍、實價登錄的價格
，本人依照權利關係人提供來登錄....」，另所附委任「
登記暨實際資訊」確認書（103年9月20日簽署）內容記載
本案由買方黃○嫻署名，賣方由曹○英署名，房地交易金
額為新台幣8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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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借名登記(2) 

    惟依據本案權利人邱○敏提供本案買賣契約書，其登載
買賣契約價金為新台幣765萬元，契約書登載出賣人為黃○嫻
（代），並於103年7月7日支付新台幣35萬元，申報義務人提
供之委任「登記暨實際資訊」確認書與本案權利人提供之買
賣契約書兩者登載之買賣雙方身分暨買賣金額並非一致。 
    依台灣台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1號判決「原告黃○
嫻...被告邱○敏.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黃
○國於同年7月1日將系爭房地售予伊，同樣約定借名登記於
曹○英名下，故伊為系爭房地實際之所有權人，曹○英僅為
出名登記之人。又伊於103年7月7日將系爭房地售予被告，買
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765萬元，由被告先匯款35萬元作為訂
金，併交付票載金額為30萬元之支票乙紙作為給付價金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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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借名登記(3) 

    雙方已於同年9月2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而系爭
房地業由被告向銀行貸款630萬元抵付部分買賣價金。」，依
黃○嫻之陳述，確認本案實際權利人為邱○敏，本案買賣契
約價金為新台幣765萬元，至雙方因交易金額分期付款所生爭
訟，並無影響交易總價。 
    依權利人邱○敏所提契約書及台灣台南地方法院104年度
訴字第21號判決內文黃○嫻所陳事項，皆可證本案成交金額
為765萬元，與本案申報金額860萬元不符，爰申報義務人應
負申報不實責任，台端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項規
定，申報登錄之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不實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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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件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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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件申報方式 

1. 土地或房地連件案件如何申報？ 

2. 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如何申報？ 

3. 靈骨塔或墓地申報方式？ 

4. 預售屋該如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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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買賣登記案件皆需申報。 

交易價格可拆分： 

    依各買賣登記案件之土地或房地標的拆分者，
則可分開申報總價。仍建議以一件申報總價為佳。 

交易價格不可拆分： 

    於申報其中1件買賣登記案件時，將本次交易
所有土地或房地標的皆申報，並填寫總價，備註欄
應備註其他連件案件之登記收件字號 

    其他案件則只需申報該案件之土地或房地標的
，總價可填寫0，備註欄亦應備註其他連件案件之
收件字號。 

56 



   2.土地或房地連件案件如何申報？ 

    土地買賣移轉登記案件於申報登錄時，交易總
價得填寫0，土地相關資訊仍應申報，並於備註欄
內註明「土地、建物分次登記」。如土地買賣移轉
登記案件係由多位權利人併同申請，於申報實價資
訊時，則比照辦理。 

    建物買賣移轉登記案件部分，申報登錄時應勾
選「土地+建物」或「土地+建物(+車位)」，並就
土地、建物及車位之相關資訊及成交價格予以申報
，以利屆時對外提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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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靈骨塔或墓地申報方式？ 

    買賣塔位或墓地時，如有移轉土地或建物持分，
於申報實價登錄時，仍應填寫土地或建物標示資料及
移轉所有權持分，至交易總價則應依買賣契約總額申
報，並於備註欄中加註「塔位或墓地買賣」，如交易
總價中包含其他費用，如喪葬費、牌位費、管理費等
，可於備註欄中備註。 

    如買賣契約中，將土地或建物價格單獨分列者，
則可僅申報土地或建物之價格，惟備註欄仍應加註「
塔位或墓地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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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預售屋該如何申報？ 

不動產代銷業者 

應於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日30日內申報。 

    如於代銷期間，買受人又自行或委託他人
轉售予第3人時，並與起造人換約，代銷業者仍
僅需就第1次簽定買賣契約之內容申報。 

地政士 

    預售屋興建完成，委由地政士辦理建物第
一次登記後買賣移轉時，地政士應於登記完畢
日30日內申報。 

    應以買賣移轉登記時之權利人所支付之價
金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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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修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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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釐清地政士與權利人責任 

預售屋全面並即時揭露及備查 

價格以外資訊之裁罰減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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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地政士與權利人責任 

    權利人須提供成交資料供地政士申報登
錄權利人欲自行申報登錄須於登記案件辦理
時出具書面聲明 

    因權利人所提供資料致不實或不願提供
以致逾期者，裁罰權利人，並要求權利人自
行申報登錄 

取消權利人限期改正免罰規定，俾使三法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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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全面並即時揭露及備查 

• 自行興建及銷售之預售屋亦納入申報登錄
範圍 

• 銷售契約完成後三十日即須申報登錄，增
加預售屋資訊之即時性 

• 銷售預售屋時必須向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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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以外資訊之裁罰減輕規定 

    如期申報登錄及價格不實仍處以3-15萬
元裁罰，權利人如三次不實或逾期加重處罰
100萬-500萬元。 

價格以外資訊，限期改正，得處以6千-3萬元
之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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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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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確保價格資訊之正確性 

詳細門牌之揭露 

全面納入非經紀業成交之租賃案件 

配合實價課稅政策，與實價課稅資料進行勾
稽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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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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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價格差異 

    實價登錄: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3條-房地交易
總價、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交易實價) 

實價課稅:所有權移轉之次日起算30天內申報納稅。(交易實價?) 

    實價登錄要求權利人(買方)申報登錄，實價課稅要求義務人
(賣方)申報納稅。價格是否一致?如有不一致，是否屬逃漏稅或不
實申報登錄?未來是否可透過勾稽，使其一致? 

實價課稅 

實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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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實實在在的好幫手】 
    美國企業家華倫 ·巴菲特（ Warren Edward 
Buffett）有句名言：「退潮之後，才知道誰在裸
泳！」實價登錄的推動，揭開了我國長久以來不動產
交易的神秘面紗，資訊的公開透明，讓不動產市場
「膨風」現象無所遁形，交易雙方的權益愈受到保障，
使房地產市場發展更健全，對於Open Data政策推動
也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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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歡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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