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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專案之專案名稱為「109 年度住宅及不動產資訊系統擴充及管理維護計

畫」，以下簡稱「本專案」，主辦單位為「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貴單位），

本「操作手冊」針對系統各功能進行操作說明。 

 

系統使用者僅需具備個人電腦，其電腦環境建議為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以

上版本、IE 11 以上。由於本系統主要是藉由網路方式聯結，故操作前必先檢查

網路線是否妥善聯結，網路登錄是否正常作業。若需列印系統查詢成果資料，

則需具備印表機，列印前需檢測印表設備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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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操作說明 

第一節 帳密申請及系統登入 

一、帳密申請流程 

以電話索取申請表(不動產資訊平台電話：02-5574-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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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內政部營建署(檢附已完成簽核之申請表) >營建署核准申

請 >系統管理者設定系統重置密碼 >以電話或郵件方式知會新密碼 >

使用者登入後重新設定新密碼 

 

二、更新密碼之方式 

登入系統，系統每 3 個月會自動跳出訊息，要求變更密碼，以增

加資訊安全防護。 

 

 

管理系統 >帳號資料 >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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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單位操作說明 

一、填報單位及資料列表（概述） 

 
圖1. 統計資料取得與上傳示意圖 

表1. 資料填報(提供)單位及資料項目 

序號 資料提供單位 資料內容 

1 內政部地政司 契約書範本、民間租屋業者租金行情 (提供民間租屋業
者租金行情相關網頁連結 )、公有房產出租 (提供公有
房產出租相關網頁連結 )、房價負擔能力統計 

2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  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抵費地、配餘地面積  

3 內政部營建署 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國宅用地面積 

核發住宅使用執照、建造使用執照… 

4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軍眷區面積  

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面積  

6 各縣市稅捐稽徵處 房地產交易課稅情形  

7 內政部戶政司 人口數量、家戶數量 

8 各地方政府  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面積、地方政府標售得標價  

9 住宅統計(財團法人台灣地
理資訊中心) 

住宅資訊統計季報、住宅資訊統計年報、住宅統計報表 

10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統計 

11 營建署主計室 住宅居住水準年報表、住宅權屬年報表、家庭所得年報
表 

12 司法院 法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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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地政司-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一）契約書範本 

1.舊版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契約書範本」，填寫內容、上傳資料

及編輯公告事項後儲存。 

 

 

 
 

 
 

可至前台網站「法規與知識」→契約書範本查詢更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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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版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契約書範本(新版)」，點選新增，填

寫內容、上傳資料及編輯公告事項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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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契約書範本」及「其他」專區新增完成後，點選切

換成新版網頁。 

 
 

（二）公有房產出租 (提供公有房產出租相關網頁連結 )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公有房產出租」，填寫新增內容、上

傳資料及編輯內容或刪除項目。 

 

 

（三）房價負擔能力統計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房價負擔

能力統計」，點選更新項目，更新內容、上傳資料及檔案後，點選 已註解  [李瑀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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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 

 

 

 

三、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填報資料：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抵費地、配餘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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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登入後台，選擇「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年度報表」，點選線上

填報，填寫內容、上傳資料，並點選更新。 

 

 

 

四、內政部營建署-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一）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國宅用地面積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住宅統計 >填報住宅統計報表 >各機

關管理住宅用地年度報表」，點選線上填報，填寫內容、上傳資料，

並點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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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住宅需求

動向調查」，依年度季別做編輯填寫內容、上傳資料，並點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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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流量、住宅流量 

由內政部主計室提供每季建管資料，首先登入後台，選擇「住

宅統計 >統計結果匯入 >自動化產製表單系統統計結果匯入 >資

料類型 >全國建管資料」，依時間和資料類型做上傳資料，並點選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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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通家戶數 

由台灣地理資訊中心依季別更新上傳資料，首先登入後台，

選擇「統計匯報 >普通家戶數與住宅存量 >資料項目 >普通家戶

數」，依年度季別和資料類型選擇檔案匯入資料，並點選更新。 

 

（五）房地交易課稅 

由財政部賦稅署、連江縣、金門縣，自行至後臺填報更新上

傳資料，首先登入後台，選擇「統計匯報 >填報資料檢視 > 315 房

地產交易課稅情形季報表」，依年度季別選擇檔案匯入資料，並點

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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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 

其它例如核發住宅使用執照、建造使用執照等資料，皆是透

過營建署資訊室整合並彙出後（法拍資料資料來源為司法院），提

供給內政部營建署系統廠商進行資料更新，資料更新完畢後，可

由「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相關資料： 

1.方法一：首頁 >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住宅資訊統計彙報 

 

2.方法二：首頁 >住宅統計 >統計資訊主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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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填報資料：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年度報表 

登入後台，選擇「各機關管理住宅用地年度報表」，點選線上填報，

填寫內容、上傳資料，並點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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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填報資料：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年報表 

登入後台，選擇「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年報表」，點選線上填報，

填寫內容、上傳資料，並點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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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縣市稅捐稽徵處-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填報資料：房地產交易課稅情形 

由財政部賦稅署發文向各縣市稅捐稽徵處索取相關資料，再由各

縣市稅捐稽徵處將資料提供給內政部營建署進行資料更新。 

 

資料更新完畢後，可由「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相關資料： 

首頁 >住宅統計 >統計資訊整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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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內政部戶政司-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戶政資料是透過營建署資訊室整合並彙出後，提供給系統廠商進

行資料更新。 

 

資料更新完畢後，可由「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相關資料： 

首頁 >住宅統計 >統計資訊主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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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地方政府-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一）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面積 

登入後台，選擇「公有非公用住宅用地年報表」，點選線上填

報，填寫內容、上傳資料，並點選更新。 

 

 
 

（二）地方政府標售得標價 

登入後台，選擇「已標售資料上傳」或「已標售資料編修」，

進行填寫內容、上傳資料或既有資料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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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宅統計(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一）住宅資訊統計季報 

登入後台後，選擇「住宅統計」>「政府機關資訊」，選擇「住

宅資訊統計季報」，按下「新增資料」。 

 

填寫資料並選擇要上傳的電子檔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

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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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編輯已儲存的資料，可以按下「編輯」或「刪除」進行編

修，編修完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

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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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詢住宅資訊報表，可至以下查詢： 

首頁 >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住宅資訊統計彙報 

 

 

 

 

（二）住宅資訊統計年報 

登入後台後，選擇「住宅統計」>「政府機關資訊」，選擇「住

宅資訊統計年報」，按下「新增資料」。 

填寫資料並選擇要上傳的電子檔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

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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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編輯已儲存的資料，可以按下「編輯」或「刪除」進行編修，

編修完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輯作業。 

 
 

 
 

要查詢住宅資訊報表，可至以下查詢： 

首頁 >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住宅資訊統計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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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一）低度使用(用電)住宅及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統計 

低度使用(用電)資料是統計處提供給系統廠商進行資料更

新。 

首先登入後台，選擇「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低度及待

售住宅」，點選更新項目，上傳資料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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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建署主計室-相關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住宅資訊統計彙報資料（例如住宅居住水準年報表、住宅權屬年

報表、家庭所得年報表）更新說明如下：  

登入後台後，選擇「住宅統計」>「政府機關資訊」，選擇「住宅

資訊統計彙報」，選擇「住宅資訊統計季報」或「住宅資訊統計年報」，

按下「新增資料」。 

 

填寫資料並選擇要上傳的電子檔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

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輯作業。 

 

 

要編輯已儲存的資料，可以按下「編輯」或「刪除」進行編

修，編修完後，按下「確定儲存」儲存資料或按「取消」取消編

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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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詢住宅資訊報表，可至以下查詢： 

首頁 >住宅統計 >政府機關資訊 >住宅資訊統計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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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常見問題 

一、在操作或使用過程中若出現問題或有需要協助的地方，該如何獲得協

助？ 

請至不動產資訊平台的首頁取得客服聯絡方式，如下： 

電話：02-55740089 

 

 

二、在後臺進行資料上傳時出現網頁錯誤，或資料無法正常更新成功時，

該如何處理： 

（一）盡可能保留網頁錯誤畫面，並說明正確與錯誤情形，依前述方

式通知客服處理。 

（二）若需上傳檔案者，需提供上傳檔案進行測試。 

（三）請通知客服處理時，請留下您的大名、單位名稱、聯絡電話與

Email，以便後續處理聯繫。 

 

三、提供給不動產資訊平台進行統計運算的資料，在處理時發生錯誤： 

（一）在處理【房屋稅籍資料】較常出現此問題 

（二）本問題問題根源於資料之欄位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