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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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系統為「內政部

不動產資訊平台」之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第一節 系統建置目的 

行政院 96 年 11 月 21 日核定「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計畫目標「健全

住宅市場」訂定「加強住宅及不動產相關資訊的建置及發佈」執行策略。營建

署為「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之主管機關，為建立國內不動產資訊及交易價

格之核心資料庫，自 97 年起委託進行「公部門取得不動產交易價格之研究及價

格平台建置」案，建立國內價格資訊平台－「不動產價格 e 點通」

(etp.cpami.gov.tw)，將公部門各機關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加以彙整，透過

該 平 台 提 供 各 界 查 詢 使 用。 另 建 置 「 住 宅 及不 動 產 數 位 資 料 庫 」

(ehi.cpami.gov.tw)，收錄國內戶役政、地政、建築管理及房屋稅等相關公務

資料庫，經由適當規劃轉化後定期產製住宅及不動產相關統計表單，同時亦建

置各縣市政府不動產業務服務平台，邀請專家學者於網路共編居住知識百科，

並透過「住宅 e 化網」作為資料庫建置之成果展現。上述二網站並於 99 年度「整

合不動產價格 e 點通及住宅 e 化網系統暨更新維護應用計畫」委託案(以下簡稱

二合一網站)，辦理合併規劃作業。 

為推動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讓民眾更加明瞭不動產相關訊息，以達到

住宅資訊統一發布窗口之目的，內政部 100 年 2 月 25 日「不動產資訊平台整合

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內政部不動產資訊網站計有地政司經管「ehouse

不動產交易服務網」及營建署經管「不動產價格 e 點通」、「住宅 e 化網」、

「住宅統計資訊網」等 4 大網站，由營建署擔任上述 4 大網站整合工作之幕僚

作業。依據上述決議，辦理四大網站功能、資料庫及系統整併作業，建置「內

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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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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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網頁連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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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大事紀 

10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及新建餘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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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建築管理資料(建造執照、使用執
照、開工、開工展期) 

12 司法院 法拍資料 
13 各銀行(含壽險公司) 建築貸款餘額季報表 

購置住宅貸款餘額季報表 
購置住宅貸款利率季報表 
購置住宅貸款違約狀況季報表 
住宅建築貸款餘額季報表 
房貸資訊 

本系統依據使用者所屬群組，僅顯示與權限相關功能。本操作說明書主要

對象為各銀行(含壽險公司)等相關人員，各銀行(含壽險公司)均擁有兩組帳號，

分別對應金融表單填報及房貸專案兩種資料群組，故僅包含相關功能項目操作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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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本操作需求 

本系統屬於網站系統，以網頁方式呈現，操作之相關需求如下： 

一、 可連上網際網路之個人電腦，電腦系統應確保資訊安全，並使用安

全網路連線方式，勿使用公開或無保護的網路環境。 

電腦螢幕解析度建議在 FHD( 1980x1080 )以上，以獲得較佳的操作體

驗。 

二、 最新版本的 Chrome、Firefox、Mircosoft Edge 等網頁瀏覽器，支

援 javascript。 

三、 使用的功能若有上傳檔案、或下載檔案檢視或編輯的需求者，應準

備適合的檔案檢視軟體或編輯軟體，例如 PDF 檢視軟體、Mircosoft 

Office、Open Office、純文字編輯器(例如記事本、notepad ++ 等等)、

圖片編輯器等等。 

四、 可登入本網站後台之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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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操作說明 

第一節 帳號及系統登入 

第一項 帳號申請 

本系統的使用者帳號需以文件方式申請，請填寫完成申請表後，檢附申請

表行文至內政部營建署，經主管單位同意後方可創建帳號，創建帳號後會以郵

件方式通知。 

請利用「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網站諮詢專線(02-5574-0089)或客服信

箱(ming72@cpami.gov.tw)索取申請表，申請表格式如下： 

 

 

mailto:ming72@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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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登入系統 

創建帳號完成通知郵件中包含登入系統的帳號、密碼及網址，請開啟瀏覽

器利用通知郵件提供的網址開啟本系統登入網頁。 

本系統登入網頁如下所示： 

 

本系統登入注意事項： 

一、 若經 5 次以上登入錯誤，帳號即會被鎖住。登入錯誤次數在登入成

功之後就會歸 0，而非間隔超過一個時間自動歸 0。 

二、 每次嘗試登入間隔請超過 20 秒，否則會出現警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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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密碼變更 

本系統於四種情況下強制更新使用者密碼：初次登入本系統時、忘記密碼

時申請協助產生新密碼時、帳號被鎖住申請解除時、及距離前次變更密碼超過 3

個月時。 

當前述狀況發生時，將於使用者登入系統後，強制出現變更密碼網頁，於

變更密碼成功後，即自動退出系統轉換到登入頁面，使用新密碼重新登入。 

變更密碼網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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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使用者資料維護 

登入系統後，於右上角可以點擊【帳號資料】鍵，開啟「使用者資料維護」

功能。 

 

 

由於每個銀行或壽險公司僅配發兩組帳號，一組用於填報各項金融表單，

一組用於填報房貸專案資訊，請使用者務必維護使用者資料，尤其是當業務承

辦人員異動時，帳號及密碼應即時交接給新任承辦人員，新任承辦人員應立即

至本系統更新使用者資料，以便聯繫通知相關資訊。 

第五項 忘記密碼、帳號解鎖及帳號停用 

當使用者忘記密碼、帳號解鎖、或欲停用帳號時，需以文件方式申請，請

填寫完成申請表後，檢附申請表行文至內政部營建署，經主管單位同意後方可

進行處理，再以郵件方式通知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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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單的索取與處理請參考第一項敘述。 

若是忘記密碼或帳號解鎖者，系統會產生一個臨時密碼，使用者在使用臨

時密碼登入後會強制出現變更密碼網頁，於變更密碼成功後，即自動退出系統

轉換到登入頁面，請使用新密碼重新登入。 

 

第二節 金融表單填報 

登入本系統後，顯示各種應填報的報表概況，網頁畫面如下所示： 

 

金融表單為以下五種報表： 

表單編號 報表名稱 資料欄位 

4-1-1 建築貸款餘額季

報表 

上季末建築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末建築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建築貸款動用金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建築貸款核准金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建築貸款筆數(筆) 

5-2-1 購置住宅貸款餘

額季報表 

上季末購置住宅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購置住宅核准金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購置住宅貸款筆數(筆) 

5-2-2 購置住宅貸款利

率季報表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平均利率(%) 

本季新增購置住宅貸款平均利率(%) 

本季新增購置住宅貸款平均貸款成數 

本季新增購置住宅貸款平均貸款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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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購置住宅貸款違

約狀況季報表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總額(百萬元)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逾放金額(百萬元)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催收金額 

本季末購置住宅貸款逾放筆數(筆) 

5-1-1 住宅建築貸款餘

額季報表 

上季末住宅建築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末住宅建築貸款餘額(百萬元) 

本季住宅建築貸款動用金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住宅建築貸款核准金額(百萬元) 

本季核貸住宅建築貸款筆數(筆) 

確認需填報的報表名稱、季別，當在填報期內時，點擊【線上填報】即可

進入填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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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411 建築貸款餘額季報表 

 

一、 當進入填報頁面後，請檢查報表名稱及資料時間是否正確。 

二、 填報者有兩種輸入資料方式：直接鍵入相關數據，或於上方「Excel 內

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 

三、 若是要利用「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的方式填報資料，請準備

一個 Excel 檔案，其欄位名稱及順序均要與填報畫面相同(不需要「銀行別」

欄位)，地區名稱也要跟填報畫面的地區名稱一致(例如：「台北市」不要用

「臺北市」或「台北市 Taipei City」之類)，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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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要填上的各欄位資料後(除欄位之外，包含地區跟統計數據)，複製(用滑鼠

右鍵或用鍵盤 Ctrl+C)後，於「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點擊【載入貼

上資料】，相關統計數據即顯示在頁面欄位中，請檢查貼上的資料是否正確。 

 

四、 當填報資料確認正確後，點擊【更新】鍵，填報資料才會儲存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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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521 購置住宅貸款餘額季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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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進入填報頁面後，請檢查報表名稱及資料時間是否正確。 

二、 填報者有兩種輸入資料方式：直接鍵入相關數據，或使用上方【開啟上

傳視窗】方式載入相關數據。 

三、 若是要利用使用上方【開啟上傳視窗】方式填報資料，請準備一個 Excel

檔案彙整相關數據，檔案格式可參照【下載填報格式】下載填報格式檔案，

其欄位名稱及順序均要與填報畫面相同(不需要「銀行別」欄位)，地區名稱

也要跟填報畫面的地區名稱一致(例如：「台北市」不要用「臺北市」或「台

北市 Taipei City」之類)，如下圖所示： 

 

選取要填上的各欄位資料後(除欄位之外，包含地區跟統計數據)，複製(用

滑鼠右鍵或用鍵盤 Ctrl+C)後，於「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點擊

【載入貼上資料】，相關統計數據即顯示在頁面欄位中，請檢查貼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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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確。 

 

四、 當填報資料確認正確後，點擊【儲存填報資料】鍵，填報資料才會儲存

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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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522 購置住宅貸款利率季報表 

 

一、 當進入填報頁面後，請檢查報表名稱及資料時間是否正確。 

二、 填報者有兩種輸入資料方式：直接鍵入相關數據，或於上方「Excel 內

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 

三、 若是要利用「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的方式填報資料，請準備

一個 Excel 檔案，其欄位名稱及順序均要與填報畫面相同(不需要「銀行別」

欄位)，地區名稱也要跟填報畫面的地區名稱一致(例如：「台北市」不要用

「臺北市」或「台北市 Taipei City」之類)，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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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要填上的各欄位資料後(除欄位之外，包含地區跟統計數據)，複製(用滑鼠

右鍵或用鍵盤 Ctrl+C)後，於「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點擊【載入貼

上資料】，相關統計數據即顯示在頁面欄位中，請檢查貼上的資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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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填報資料確認正確後，點擊【更新】鍵，填報資料才會儲存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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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523 購置住宅貸款違約狀況季報表 

 

一、 當進入填報頁面後，請檢查報表名稱及資料時間是否正確。 

二、 填報者有兩種輸入資料方式：直接鍵入相關數據，或於上方「Excel 內

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 

三、 若是要利用「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的方式填報資料，請準備

一個 Excel 檔案，其欄位名稱及順序均要與填報畫面相同(不需要「銀行別」

欄位)，地區名稱也要跟填報畫面的地區名稱一致(例如：「台北市」不要用

「臺北市」或「台北市 Taipei City」之類)，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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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要填上的各欄位資料後(除欄位之外，包含地區跟統計數據)，複製(用

滑鼠右鍵或用鍵盤 Ctrl+C)後，於「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點擊

【載入貼上資料】，相關統計數據即顯示在頁面欄位中，請檢查貼上的資料

是否正確。 

 

四、 當填報資料確認正確後，點擊【更新】鍵，填報資料才會儲存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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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511 住宅建築貸款餘額季報表 

 

 

一、 當進入填報頁面後，請檢查報表名稱及資料時間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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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報者有兩種輸入資料方式：直接鍵入相關數據，或使用上方【開啟上

傳視窗】方式載入相關數據。 

三、 若是要利用使用上方【開啟上傳視窗】方式填報資料，請準備一個 Excel

檔案彙整相關數據，檔案格式可參照【下載填報格式】下載填報格式檔案，

其欄位名稱及順序均要與填報畫面相同(不需要「銀行別」欄位)，地區名稱

也要跟填報畫面的地區名稱一致(例如：「台北市」不要用「臺北市」或「台

北市 Taipei City」之類)，如下圖所示： 

 

選取要填上的各欄位資料後(除欄位之外，包含地區跟統計數據)，複製(用

滑鼠右鍵或用鍵盤 Ctrl+C)後，於「Excel 內容貼上」區域貼上資料，點擊

【載入貼上資料】，相關統計數據即顯示在頁面欄位中，請檢查貼上的資料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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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填報資料確認正確後，點擊【儲存填報資料】鍵，填報資料才會儲存

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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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房貸專案資訊 

使用房貸專案資訊帳號登入系統後，由於房貸專案資料群組僅處理房貸專

案維護工作，故直接顯示【房貸專案】功能頁面。如下圖，以「台灣銀行」為

例： 

 

 

第一項 新增專案 

一、 點擊右上角【新增專案】，顯示「房貸專案編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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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房貸專案編修」頁面輸入相關房貸專案資訊，資料輸入完成後，點

擊【預覽】，顯示資料輸入完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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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相關資訊無誤後，點擊【儲存】，即完成新增專案。 

 

 

第二項 編輯現有專案 

一、 請於要編輯的專案上點擊【編輯】，顯示「房貸專案編修」頁面。 

二、 於「房貸專案編修」頁面編輯相關房貸專案資訊，編輯完成後，點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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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顯示編輯完成結果。 

三、 確認相關資訊無誤後，點擊【儲存】，即完成編輯現有專案。 

第三項 刪除現有專案 

請於要編輯的專案上點擊【刪除】，系統會再次詢問「確定要刪除此專案？」，

點擊【確定】即完成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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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常見問題 

一、 當使用本系統時出現問題或想提出建議，該如何聯繫？ 

「 不 動 產 資 訊 平 台 」 網 站 首 頁

(https://pip.moi.gov.tw/V3/Default.aspx) 有 諮 詢 專 線

(02-55740089)，或 Email至客服信箱(ming72@cpami.gov.tw)。 

 

二、 在進行資料上傳時出現錯誤訊息、無法編輯、或資料無法更新成功

時，該如何處理？ 

1. 請通知客服人員處理，同時請保留網頁錯誤畫面、功能名稱(網址)，

並說明操作情況與系統反應情形。 

2. 若需上傳檔案或載入資料者，請提供相關檔案給客服人員進行測

試。 

3. 通知客服人員時，請留下您的大名、單位名稱、聯絡方式(Email

及電話)，以便後續處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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