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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簡介 

1.1 系統目的 

臺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地政局，為提昇服務品質，

突破定點定時服務限制，與關貿網路公司合作發展網際網路

之電傳資訊查詢及申請電子謄本服務，以資訊有價及索引付

費觀念，提供民眾利用網際網路查詢與申領地政資訊。 

北北桃「地政資訊網路 e 點通服務系統」，提供單一

窗口服務作業，將三市縣地政資訊進行大整合，以縮短縣市

間的距離，建立快捷又簡易的地政網路服務，提供民眾一次

到位的跨縣市、跨系統的地政資訊跨地域聯合服務。此外簡

化系統操作程序，讓民眾利用網際網路查詢電傳資訊與申領

電子謄本服務，以達到更快速、便捷的地政資訊服務。 

  



地政資訊網路 e點通服務系統-操作手冊                                            V2.3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2 

1.2 系統功能 

本系統服務功能如下： 

A、 電傳資訊查詢及電子謄本申領單一入口功能。 

B、 電傳資訊查詢(PC 版)： 

(1) 地籍地價資料(土地/建物標示部、所有權部、他項

權利部)查詢。 

(2) 地籍圖資料查詢。 

(3) 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查詢。 

(4) 門牌號查詢。 

(5) 地籍異動索引資料查詢。 

(6)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資料查詢。 

(7) 土地參考資訊檔資料查詢。 

(8) 上述所有查詢資料列印功能。 

(9) 使用者使用紀錄查詢。 

C、 電傳資訊查詢(行動裝置版)： 

(1) 地籍地價資料(土地/建物標示部、所有權部、他項

權利部)查詢。 

(2) 地籍圖資料查詢。 

(3) 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查詢。 

(4) 門牌號查詢。 

(5) 地籍異動索引資料查詢。 

(6) 土地參考資訊檔資料查詢。 

D、 多目標地籍圖資料查詢及謄本(目前僅臺北市開放本項

服務)。 

E、 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查詢（網頁連結功能）。 

F、 電子謄本申領：（輸出格式以內政部訂定為準） 

(1) 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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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籍圖謄本。 

(3) 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4) 地價謄本。 

(5) 地籍異動索引。 

(6) 地籍異動清冊。 

(7) 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功能。 

(8) 電子謄本領件。 

(9) 電子謄本查驗。 

(10) 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功能，並可將查詢結果直接申

領電子謄本。 

 

1.3 系統服務時間 

A、 電傳資訊查詢：提供全年 24 小時服務。 

B、 電子謄本申領、多目標地籍圖資料查詢及謄本：週一至

週六 8 時至 2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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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制三類謄本及圖形化說明 

修正原則：為保障民眾個人資料之隱私權，兼顧土地

整合利用及處理不動產事務等需要，以達到不動產物權公示

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目的。  

任何人均可申請隱匿登記名義人之部分姓名(揭示第 1

個字)、部分統一編號(揭示統一編號前 4 碼及最後 1 碼)，並

揭示完整住址之謄本。  

配合利害關係人依法通知或處理不動產事務需要，增

加具完整姓名及住址資料之謄本，提供其申請。  

修正後謄本種類及內容： 

第一類謄本：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如以登記名義

人(所有權人)申請，隱匿債務人及債務額比

例、設定義務人等資料。 

第二類謄本：隱匿登記名義人(自然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

名及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

務人等資料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之資料。  

第三類謄本：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  

例外情形  

1.第二類：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  

2.第二類：限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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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原則： 

欄位名稱 隱匿方式 

部分姓名 顯示第一個字，其餘均隱匿，後方＋「＊＊」（＊為全

形）。  

例外：若為非自然人（即權利人類別為 3 國有、4 省

市有、5 縣市有、6 鄉鎮市有、7 本國私法人、8 外國法

人、9 祭祀公業、A 其他、B 銀行法人、D 大陸地區法

人），其姓名皆為「完整」。 

部分住址 顯示至段/路/街/道＋「＊＊＊」（＊為全形）。  

若無段/路/街/道時，取住址前 6 個中文字後＋「＊＊

＊」（＊為全形）。 

部分統編 顯示前四碼及最後一碼，其餘均隱匿，中間＋

「*****」（*為半形）。  

例外： 

1. 非自然人之處理方式【同部分姓名】。 

2. 當權利人為大陸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登記事項之”

GN 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證號”或”GO 大陸地區法人登記

字號”資料，謄本列印時應帶至上方統一編號欄，且”

GN”部分隱匿（中間＋「＊＊＊＊＊」（＊配合其他登

記事項皆為全形）），”GO”不隱匿。 

3. 民眾閱覽及電傳資訊系統其他登記事項之”GN 大陸

地區人民身分證號”或”GO 大陸地區法人登記字號”

資料無須帶至統一編號欄位，但亦應依同樣原則”GN”

部分隱匿（中間＋「＊＊＊＊＊」（＊配合其他登記事

項皆為全形）），”GO”不隱匿。  



地政資訊網路 e點通服務系統-操作手冊                                            V2.3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6 

其它登記事

項 

隱匿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內容。 

 

圖形化原則： 

1、二類資料，僅住址欄位圖形化。 

2、一類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統編、住址圖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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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傳資訊查詢(PC 版) 

2.1 第一、二類使用說明 

(1) 非使用憑證登入(僅能查詢第二類)  

 

 

第二類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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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憑證登入(能查詢第一、二類)  

 
 

第一類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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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統使用介紹 

(1) 本系統提供地號建號查詢、門牌號查詢、異動索引查詢。  

(2) 本系統查詢主畫面分為三部份，左方為查詢輸入條件，中

央為查詢記錄摘要，右方則為查詢結果詳細資訊。  

 

(3) 本系統查詢結果顯示於瀏覽器右方，內容依使用者所選擇

之查詢項目而異，查詢項目分述如下： 

土地標示部  土地所有權部  土地他項權利部  

地籍圖 建物標示部  建物所有權部  

建物他項權利部  建物測量成果圖  土地參考資訊 

建物參考資訊 門牌查詢 異動索引 

 

(4) 查詢任何項目後，查詢成功的話，該次查詢記錄會顯示在

畫面中間的「查詢結果」中，以類似如 Windows 檔案總

管之樹狀結構呈現，可提供使用者快速切換查詢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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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操作前準備 

(1) 地政資訊 e 點通網首頁為：https://ttt.land.net.tw。 

(2) 點選「帳號登入」，輸入用戶登入資料，完成身份驗證。 

※如需查詢一類電傳資訊、申領一類電子謄本，則需勾選

使用自然人、工商憑證登入。 

 

(3) 選擇要使用的系統 

 

(4) 登入成功後，即可進入系統 

https://ttt.lan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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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安裝 JRE  

第一次使用本系統或系統畫面無法出現，請至「下載區」

下載安裝 JRE。新版的瀏覽器需安裝最新版的 JRE 才能執

行(如：JRE 1.7.0_45 以上)，可至 https://www.java.com/zh-

TW/下載安裝。 

安裝時，皆以預設值安裝即可。 

 

 

  

https://www.java.com/zh-TW/
https://www.java.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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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訊息公告 

     可查詢最近一個月及半年的地政資料及電子謄本相關公

告，操作方式如下: 

(1) 點選訊息公告。 

(2) 選取公告日期及類型，選取查詢，查詢結果會呈現在下方

的查詢清單。 

 

 

2.3.2 客戶服務 

     提供客戶服務的相關資料，包括線上服務、費率說明、新

手上路、教育訓練、地政 FAQ 及謄本歷史資料查詢等資

料。 

 (1) 線上服務:提供用戶資料變更時所需填寫的連線變更申請表

下載以及填寫方式，點選項目即可查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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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費率說明:說明地政資料網服務的收費標準與注意事項，並提

供相關範例，點選項目即可查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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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手上路:提醒用戶使用本系統的相關注意事項，選取項目

即可查看內容。 

 

 

 

 

 

 

 

 

 

 

 

 

 

 

    (4) 地政 FAQ:提供新制三類謄本相關說明、申請流程、業務說

明、系統功能指導、費用問題、客戶資料變更處理等問題處

理，選取項目即可查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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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下載專區 

         提供系統使用相關文件、操作手冊以及輔導軟體之下載，

點選檔案下載，即可下載檔案。 

 

 

 

 

 

 

 

 

 

 

 

 

 

 

    2.3.4 便捷傳送門 

         提供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地政相關資料查詢的連

結，點選項目即可查看內容。 

 

 

 

 

 

 

 



地政資訊網路 e點通服務系統-操作手冊                                            V2.3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16 

 

    2.3.5 系統管理 

         提供小額付款相關資訊、三個月內的歷史記錄的查詢以及

登入密碼變更等功能。 

 

 

 

 

 

 

 

    (1)小額付款查詢 

       可查詢小額付款的餘額、匯款帳號及扣款記錄。 

 

 

 

 

 

 

 

 

 

 

 

    (2)歷史記錄查詢 

      可查詢近三個月的歷史查詢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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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密碼變更 

       變更登入系統的密碼，輸入舊密碼與新密碼後即完成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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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建號查詢 

2.4.1 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三市地政相關資料，包括地籍資料、地價、地籍

圖、建物測量成果圖、土地建物參考資訊等資料。 

2.4.2 操作步驟  

(1) 將查詢頁籤切換至地建號查詢。 

(2) 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建號) 。 

(3) 選取欲查詢的項目土地或建物，可分別查詢土地標示部、

土地所有權部、土地他項權利部、地籍圖、土地參考資

訊、建物標示部、建物所有權部、建物他項權利部、建物

測量成果圖、建物參考資訊等項目。 

(4) 全部選取完之後，選取查詢，查詢結果摘要以樹狀結構出

現在畫面中間。詳細資訊出現在「畫面右方」。 

 

2.4.3 查詢之結果以樹狀之結構顯示 

樹狀之結構說明： 

--縣市名+地段名+地(建)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括號內之數字為目前所有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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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所有權部：所有權人姓名(括號內之數字為登

記次序)  

 --他項權利部(括號內之數字為目前他項權利人數)  

-個別他項權利部：(括號內之數字為登記次序)  

--地籍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 

 
 

2.4.4 工具列說明 

於查詢結果畫面上方有一工具列，提供使用者於閱覽時之

相關輔助功能，相關功能說明如下： 

功能名稱 功能圖示 說明 

列印  列印目前查詢畫面 

電子謄本  開啟申請電子謄本的畫面 

近三日 

查詢狀況  

顯示近三日查詢項目與是

否計費 

軟體下載  開啟軟體下載的畫面 

密碼變更  開啟密碼變更的畫面 

重新登入  

登出系統，回到輸入帳號

密碼的畫面。※剛剛查詢

的資料會清空，再查詢相

同資料會重新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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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首頁  

回到入口一、二的畫面。

※剛剛查詢的資料會清

空，再查詢相同資料會重

新收費。 

 

2.4.5 地籍圖查詢 

(1) 簡要土地資訊顯示 

以滑鼠於地籍圖上之任意土地上按下左鍵，會自動顯示該

筆土地之地號、面積及公告現值等。 

 

(2) 顯示圖層設定 

查詢地籍圖時，畫面中間可從「查詢結果」頁籤切換到

「顯示圖層設定」頁籤，此頁籤包含三項主要功能： 

 

 

圖示 功能說明 

 

變更顯示圖層的顏色：選擇要改變的圖層名

稱，用滑鼠點選其右方之顏色，會跳出顏色

選擇的視窗，選擇想要顯示的顏色後，按下

確定。 

 顯示界址點：查詢地籍圖後，若點選此選項，

會將此地籍圖之界址點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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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視窗：查詢地籍圖後，此地籍圖會縮小

在此畫面中，可在此畫面中任意框選一四方

形來瀏覽地籍圖。在列印地籍圖時也可由此

視窗觀看列印的範圍。 

 

 

顯示比例尺：查詢地籍圖後，可選擇地籍圖

欲顯示的比例尺大小，此大小會隨著螢幕尺

寸而變。 

2.4.6 地籍圖查詢結果保存 

地籍圖查詢結果可自行保存，系統提供由網頁另存 JPG

影像或下載單筆 DXF 兩種方式。 

(1) 地籍圖單筆宗地 JPG 儲存 

選擇 JPG 儲存後，系統另開一網頁顯示，使用者只要將

滑鼠移到網頁的地籍上，按右鍵選擇「另存檔案」，即可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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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籍圖單筆宗地 DXF 儲存 

選擇 DXF 儲存後，出現下載儲存的提示，使用者只要選

擇「儲存」，即可儲存檔案。 

 

 

 

 

註：如未出現檔案下載的提示，請至瀏覽器的網際網路選

項執行下列設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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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查詢結果涵蓋項目 

(1)土地標示部：土地所在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

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地目、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

別、公告土地現值、其他登記事項、地上建物建號等資

料。 

(2)土地所有權部：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登記

次序、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所有權人姓

名、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權利範圍、申報地

價、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地價備註事

項等。 

(3)土地他項權利部：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登

記次序、登記原因、權利種類、收件年期、權利人、統一

編號、住址、債權範圍、設定義務人、設定權利範圍(權

利面積)、權利標的、權利價值、存續期間、清償日期、

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金、證明書字號、標的登記

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及共同擔保地號、共同擔保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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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物標示部：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記日

期、登記原因、建物門牌、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層數、

總面積、建築完成日期、其他登記事項、各層次面積、附

屬建物、基地座落、共同使用部分。 

(5)建物所有權部：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記

次序、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所有權人姓

名、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權利範圍、相關他項

權利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等。 

(6)建物他項權利部：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

記次序、登記原因、權利種類、收件年期、權利人、統一

編號、住址、債權範圍、設定義務人、設定權利範圍(權

利面積)、權利標的、債務人、權利價值、存續期間、清

償日期、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金、證明書字號、

標的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及共同擔保地號、共同擔

保建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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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物門牌查詢 

2.5.1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以詳細或模糊之門牌查詢該門牌之地段、建號

及地號，需注意該門牌號之建築物需已送地政事務所登記

完成才可查詢。 

2.5.2 操作步驟 

(1)將查詢頁籤切換至建物門牌查詢。  

(2)下拉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路名及街巷弄或是在

下方欄位直接輸入查詢的門牌。  

 

(3)按下「門牌文字比對」。  

(4)顯示查詢結果於右方畫面：將符合該查詢資料所有建物門

牌結果以列表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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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選欲查詢之門牌，則出現該門牌所屬的建號及所位於的

地段、地號。 

 

(6)進一步點選建號或地號，可連結查詢建物標示部或土地標

示部等登記資料。 

 

2.6 異動索引查詢  

2.6.1 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各地號或建號之異動索引記錄，包括標示部、所

有權部、他項權利部及收件年字號。 

2.6.2 操作步驟  

(1) 將查詢頁籤切換至異動索引。 

 

(2) 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及地號等… 

(3) 輸入查詢項目：選擇查詢土地或是建物，可分別查詢其

標示部、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等項目。另外可以以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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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字號查詢，尚需輸入資料管轄地政事務所、收件年、收

件字及收件號。 

(4) 按下「查詢」，畫面右方立即顯示該地異動詳細資料。 

 

(5) 查詢之結果以樹狀之結構顯示之，每一項目均可單獨點

選，點選後可直接於畫面右方顯示其查詢結果，該樹狀結

構也可提供使用者快速切換查詢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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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傳資訊查詢(行動版) 

行動版電傳資訊查詢，因無法使用憑證登入作業，故僅提

供第二類查詢服務。 

3.1 系統特色 

(1) 服務平台多元 

可以同時支援 IOS、Android、及 Windows phone 三大行

動化裝置之行動化網頁版電傳(於一般個人 PC 瀏覽器亦

可使用)。 

 
 

 

(2) 操作使用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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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安裝程式或外掛元件，透過各種行動裝置內建瀏

覽器，連接網址並使用帳密登入，即可查詢系統。 

◼ 系統查詢主畫面分為兩部份，上方為查詢主項目選

單，其下為查詢條件輸入及結果詳細資訊。 

◼ 指定地段、地／建號顯示查詢結果後，可由頁籤切換

瀏覽該地／建號之各部別「標示部」、「所有權」、「他

項權利」及「地籍圖」，毋需重複操作輸入。 

(3) 樹狀結構列示查詢紀錄  

成功查詢任何項目後，除顯示查詢結果，本次所登入的各

筆查詢記錄會顯示在「列表」功能中，以類似如

Windows 檔案總管之樹狀結構呈現，使用者可在此快速

切換瀏覽之前查詢過的標的。 

 

(4) 查詢項目齊全 

◼ 系統提供地號建號查詢、門牌號查詢、異動索引查

詢、建物測量成果圖、地籍圖。 

◼ 系統查詢主功能項目及查詢資料範圍如下： 

1.地號 (1)土地標示部     (2)土地所有權部 

(3)土地他項權利部 (4)地籍圖 

2.建號 (1)建物標示部     (2)建物所有權部 

(3)建物他項權利部 (4)建物測量成果圖 

3 門牌 門牌查詢 

4.異動 土地/建物異動索引 

5.列表 查詢紀錄以樹狀列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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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及建物相關部別連結 

本系統提供土地及建物標示部別連結之功能，點選即可直

接查詢地／建號之標示部別資料，由頁籤亦切換瀏覽所有

權部、他項權利部，避免使用者重複輸入查詢資料之困

擾，以提升查詢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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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登入 

行動版可由地政資訊 e 點通首頁 https://ttt.land.net.tw，輸入

帳號密碼登入系統後，使用行動裝置載具掃描 QRCode 進入

系統。 

 

 

(1) 點選「進入系統」，輸入用戶登入資料，完成身份驗證。 

 

 

(2) 系統上方為查詢主項目選單，其下為查詢條件輸入及結果

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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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部別查詢結果示範 

(1) 土地標示部 

土地所在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登記日期、登

記原因、地目、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公告土地

現值、其他登記事項、地上建物建號等資料。 

 

(2) 土地所有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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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登記次序、登記日

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所有權人姓名(部分)、統

一編號(部分)、住址、權利範圍、申報地價、相關他項權

利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地價備註事項等。 

 

(3) 土地他項權利部 

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登記次序、登記原

因、權利種類、收件年期、統一編號、住址、債權範圍、

設定權利範圍(權利面積)、權利標的、義務人、權利價

值、存續期間、清償日期、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

金、證明書字號、標的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及共同擔

保地號、共同擔保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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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物標示部 

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記日期、登記原

因、建物門牌、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層數、總面積、建

築完成日期、其他登記事項、各層次面積、附屬建物、基

地座落、共同使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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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物所有權部 

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記次序、登記日

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所有權人姓名(部分)、統

一編號(部分)、住址、權利範圍、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

序、其他登記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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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物他項權利部 

包括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登記次序、登記原

因、權利種類、收件年期、權利人、統一編號、住址、債

權範圍、設定權利範圍(權利面積)、權利標的、權利價

值、存續期間、清償日期、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

金、證明書字號、標的登記次序、其他登記事項、及共同

擔保地號、共同擔保建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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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號查詢 

3.4.1 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三市地政相關資料，包括地籍資料、地價、地籍

圖等資料。 

3.4.2 部別資料查詢  

(1) 選擇上方「地建號」查詢主功能。 

(2) 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地號。 

(3) 選取欲查詢的項目土地或建物，可分別查詢土地標示部、

土地所有權部、土地他項權利部、地籍圖項目。 

 
(4) 全部選取完之後，選取查詢，顯示查詢結果。並可由頁籤

切換瀏覽該地號之各部別「標示部」、「所有權」、「他項權

利」及「地籍圖」，毋需重複操作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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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號查詢 

3.5.1 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三市地政相關資料，包括建物資料、建物測量成

果圖等資料。 

3.5.2 部別資料查詢  

(1) 選擇上方「地建號」查詢主功能。  

(2) 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建號。 

(3) 選取欲查詢的項目土地或建物，可分別查詢建物標示部、

建物所有權部、建物他項權利部、建物測量成果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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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部選取完之後，選取查詢，顯示查詢結果。並可由頁籤

切換瀏覽該地號之各部別「標示部」、「所有權」、「他項權

利」及「地籍圖」，毋需重複操作輸入。 

 

2.5.3 建物測量成果圖查詢 

指定建號查詢後可由下拉選單指定查詢項目，或切換上方

頁籤瀏覽建物測量成果圖。成果圖多頁時可切換分頁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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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門牌查詢 

3.6.1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以詳細或模糊之門牌查詢該門牌之地段、建號

及地號，需注意該門牌號之建築物需已送地政事務所登記

完成才可查詢。現有地政機關所登記之門牌與一般民眾所

知之戶政門牌因有差異，經常導致使用者因未能輸入與地

政機關登記相符之門牌號，而無法查出資料之狀況，為改

善此缺失，本系統於門牌輸入選單上提供詳盡之路(街)、

巷、弄資料供使用者直接下拉選取，使用者僅需輸入號及

樓等即可快速又精準的查出所需資料。 

3.6.2 操作步驟 

(1) 選擇上方主選單「門牌」查詢功能。 

(2) 下拉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接著輸入路名及街巷

弄或是在下方的欄位直接輸入查詢的路名關鍵字。  

 

(3) 按下「門牌文字比對」。  

(4) 顯示查詢結果於右方畫面：將符合該查詢資料所有建物門

牌結果以列表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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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欲查詢之門牌，則出現該門牌所屬的建號及所位於的

地段、地號。 

 

 

(6) 進一步點選建號或地號，可連結查詢建物標示部或土地標

示部等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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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異動索引查詢  

3.7.1 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各地號或建號之異動索引記錄，包括異動部別、

登記日期、登記原因、登記次序、收件年字號、異動日期

及權利人等。 

3.7.2 操作步驟  

(1) 選擇上方主選單「異動索引」查詢功能。 

(2) 選取欲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及地號等… 

(3) 輸入查詢項目：選擇查詢土地或是建物，可分別查詢其標

示部、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等項目。 

 

(4) 按下「查詢」，立即顯示該標的異動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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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謄本申請與領件 

登入系統時，如使用自然人或工商憑證登入，於憑證檢證通

過後，需進行身份別之選擇。 

 

如選擇代理人身份，需同意代理切結書(請詳閱切結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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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論是否使用憑證登入，於進入電子謄本申領服務前，皆需

同意「網路申領地政電子謄本作業同意書」(請詳閱同意書

內容)。 

 

本項服務提供之功能選項，包含謄本申請、謄本領件、建物

門牌查詢、多目標地籍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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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謄本申請 

執行地政電子謄本申請，請點選本功能選項進入。使用

者點選本功能時，系統會出現目前線上提供之縣市選擇地圖

與系統故障公告內容，使用者於地圖上以滑鼠移動選擇標的

所屬縣市(目前系統提供服務之縣市：臺北市、新北市及桃

園市)，系統畫面上方即會出現使用者所挑選之縣市名稱，

使用者確認所選縣市無誤時，只需點選一下滑鼠，系統即會

在作業畫面上顯示出該縣市之行政區域地圖；於系統作業頁

面右側系統會出現暫停服務縣市之資訊供使用者參閱，如能

正常提供申領服務作業時，則本項功能下會出現「目前系統

正常」字樣。 

 

作業畫面出現選擇縣市行政區域圖時，使用者可移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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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選擇要申請標的所屬行政區域圖，只需點選一下滑鼠，系

統即會進入申請資料作業頁面。使用者於地圖上移動滑鼠，

頁面上方行政區會在縣市名稱後面出現該行政區名稱；如想

重新選擇縣市，則請以滑鼠直接點選「重新選擇縣市」即

可。 

 

 

另外，亦可自首頁登入頁面之行政區快選區，直接點選要申

請請之資料所屬行政區進入。 

 

申請資料作業畫面共分為三部份：相關功能選區、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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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專區、與申請標的送件作業專區。 

 

A. 相關功能選區 

使用者在本功能區可以選擇使用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

新舊地建號對照查詢、地籍圖之數值數化區查詢選擇畫

面。 

a.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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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項功能時請以滑鼠點選建物門牌查詢選項，開

啟查詢視窗，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所選擇案件之縣市行

政區主動帶出，使用者只需以下拉方式或自行輸入街

道名後，輸入段、巷、弄、號、樓等資料或只輸入街

道名以模糊比對方式，點選「查詢」。街道名可以下拉

方式瀏覽選取，或以輸入單字如輸入“三”後再下拉

選取，或直接輸入完整街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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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資料之輸入，其中阿拉伯數字建議以中文輸入

切換成全形模式作業。 

系統會根據使用者輸入查詢條件，列出所有符合條件

之相關資料列表(查詢所得資料筆數>10 者，系統自動

列於次頁，使用者可以選擇 圖示或直接點

選數字切換頁面)，找到所要查詢標的後，先勾選該筆

門牌號之查看欄位，再點選「確定查看地/建號」進

入。※記住喔！一定要瀏覽一下系統提醒您注意的事

項。如要重新操作其他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作業請直

接點選「重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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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確定查看地/建號」時，系統會出現付費確認視

窗，使用者確定要查閱本筆資料，請點選「確定付

費」；如無法確認時請點選「取消」。 

 

瀏覽完該筆查詢結果，如需利用該筆資料申請電子謄

本，則請於申請欄位勾選後，點選「帶入謄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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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資料時，請記得確認申請作業專區之地建號資

料有無重複出現，記得刪除重複出現的地建號資料。 

 

如要瀏覽已經付費確認之已查詢資料，請至查詢作業

服務功能中直接點選「建物門牌申請明細查詢」選項

進入，再查詢該筆明細資料即可。詳細操作請直接參

閱建物門牌申請明細查詢功能介紹。 

b.新舊地建號對照查詢 

要查詢整編前後之地建號對照，請選擇新舊地建號查

詢進入。本項功能依縣市作業不同，由系統主動連結

至該縣市各地所執行查詢功能，或由系統操作畫面執

行查詢功能(如下圖)。 

以系統作業畫面執行查詢，使用者點選「新舊地建號

查詢」時，系統會出現查詢之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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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根據所要查詢之標的先選擇標的段小段名輸入

標的之地號或建號，再點選「查詢新地/建號」或「查

詢舊地/建號」。 

c.數值數化區查詢 

使用者直接點選本功能選項時，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所

選的縣市行政區，帶出該行政區內所屬段小段於資料

庫所留存之地籍圖資料為數值形態資料留存或圖解數

化資料型態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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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資料作業專區 

申請人憑會員帳號持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登入系統後

申請一類本或二類謄本，只憑會員帳號僅能申請二類謄

本。 

新三級制下，各申請角色可申請之謄本種類及其對應之

資料內容如下： 

 

登記名義人(其

繼承人亦同)、

法院通知 

一般民眾、 

管理者繼承人 

第一類 O X 

第二類 O O 

第三類 O X 

異動清冊 O X 

異動索引 O O 

其他(如門牌、

新舊地建號查詢

等功能) 

O O 

新三級制下，網路電子謄本僅提供第一類與第二類謄本

申領服務。要申請異動清冊需先憑會員帳號持自然人憑

證或工商憑證登入系統，才能執行申請作業。 

申請時，使用者根據申請資料挑選段小段資料，輸入地

(建)號資料，如為申請個人資料，則請輸入統一編號欄

位資料，再勾選本次標的所要申請之標的為登記謄本、

地籍圖、或其他謄本資料；勾選確定後，請留意各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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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附屬之條件選擇（例如勾選登記謄本時，選擇申請資

料為部份、全部或其他條件之部別資料，以及是否列印

地上建物建號資料等相關條件）。 

 

※執行謄本資料申請時，於輸入基本資料與地建號資料

後，先勾選申領的謄本種類如登記謄本、地籍圖、地

價謄本等項，再選擇該類謄本所屬型態。如選擇之資

料為某單一所有權人，則請輸入該所有權人於權狀上

所登記之身分證統一編號，並依照自己需求選擇謄本

內容部分資料呈現方式與否。如登記謄本地號資料如

要列印出地上建物建號資料，則請取消「無需列印地

上建物建號」之勾選等。 

※申請臺北市所屬之各行政區所屬之多目標地籍圖與建

物門牌綜合資訊資料時，可以於本區選取該項類型資

料執行該筆資料謄本申請送件，或請於申請．領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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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區中點選「多目標地籍圖查詢」，進入該區執行查

詢申請作業(操作方式請直接參閱 項 4.多目標地籍圖

查詢)。於本處勾選多目標地籍圖謄本與建物門牌綜合

資訊選項，可執行已輸入之地建號標的多目標地籍圖

謄本、或建物門牌綜合資訊之資料申請送件。 

 

※ 使用者如未持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登入系統則於系

統出現之謄本類型只會有“第二類”。第二類謄本所

申請到之內容不論申請全部或個人（部份）所申請到

的謄本內容呈現均為顯示「部分姓名、部分統編、無

出生年月日、完整住址」並隱匿他項權利之「債務人

及債務額比例」及「設定義務人」資料。若所有權人

有申請隱匿住址，則住址的顯示為部份住址。 

※ 新三級制下，申請身份會有“登記名義人本人”、

“登記名義人代理人”、“管理者”、“管理者代理

人”及一般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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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級制下，統一編號欄位，若持憑證登入申請一類

登記或地價謄本時，在統一編號欄位輸入權利人或管

理者統編經檢核確認無誤後，謄本內容則顯示該統編

所屬之權利人「完整姓名、完整統編、完整出生年月

日、完整住址」。若輸入之統編為管理者，則顯示該管

理者與所屬權利人「完整姓名、完整統編、完整出生

年月日、完整住址」。 

 

※新三級制下，若申請異動索引，以申請身份會有“登

記名義人本人”、“登記名義人代理人”、“管理

者”、“管理者代理人”申請時，則申請項目，只能

挑選收件年字號、地號+統ㄧ編號或建號+統一編號，

此時在統一編號欄位需輸入該權利人的統編，權利人

欄位提供完整姓名。申請角色為【一般民眾】者，現

行系統各項申請條件（如收件年字號、地建號、地建

號+部別、地建號+登序、地建號+統編等）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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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權利人欄僅提供部分姓名。 

 

※ 新三級制下，若申請異動清冊，則需持憑證登入系

統，且謄本種類為第一類，方能執行線上申請。申請

時，輸入之統一編號欄位需符合「申請人」或「權利

人」或「義務人」之統一編號比對，其條件符合以下

其中一項即表示檢核通過： 

(1) 比對該收件年字號案管收件之代理人、複代理

人，符合其中某一人之統一編號才可申請。 

(2) 比對該收件年字號案管收件之權利人及義務人，

符合其中某一人之統一編號才可申請。 

(3) 比對該收件年字號異動索引之權利人及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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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中某一人之統一編號才可申請。 

異動清冊若為特定登記原因（如：地籍圖重測、土地重

劃、區段徵收、徵收、地籍整理、截止記載、權利變

換、行政區域調整、段界調整或逕為分割）。則需再輸

入「登序」、「統一編號」或「姓名」資料，才能申請

送件成功。 

 

※ 本次申請資料如為受委託案件，需要將委託人姓名列

印交易憑證資料，則請記得於委託人統編、姓名欄位

輸入相關資料。※委託人統編與委託人姓名欄位之資

料僅會帶入交易憑證之委託人欄位並不會出現在申領

的謄本資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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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網路資源浪費，系統預先將送件產製之各類項

設定最大限制張數為 100 張，如使用者有其他考量或

需求時，則請自行調整本欄位數字。 

 

※ 本區地建號資料，如來源為由建物門牌查詢所得結果

帶入，則請留意地、建號二欄位數字是否出現重複，

如有重複請自行刪除。 

C. 申請標的送件作業專區 

※使用者於申請資料作業專區輸入、勾選、與選擇確定

後，請以滑鼠點選本區之「新增申請資料」按鈕，系

統即會於資料顯示區出現該筆申請資料之相關段小段

地建號與統一編號等資料。 

※如要修正申請資料內容，請先點選該筆資料，系統會

將所點選之資料列示在申請資料作業專區上，使用者

進行編輯確定後，請點選「修改完成更新」按鈕。 

※如要清除申請資料作業專區上已經存在的資料內容，

請點選「清除畫面資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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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刪除列表區申請資料，請將滑鼠移至該列資料刪除

欄，當圖示變換成垃圾桶時，點選一下滑鼠即可刪除該

筆申請資料。 

※作業完成後，送件時，請點選「送出申請案件」按鈕。

當案件送件成功時，系統即會在作業畫面回應送件成功

與該筆案件之收件聯字號。出現送件成功頁面，使用者

可根據自己的需求點選「繼續申請案件」、「案件進度查

詢」、或「回首頁」。 

 

※如使用者點選「送出申請案件」按鈕時，出現某筆資料

錯誤時，則請先點選該筆資料後，在申請資料作業專區

上，使用者根據列示的資料進行編輯確定後，再點選

「修改完成更新」按鈕，再點選「送出申請案件」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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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謄本領件 

使用者點選「謄本領件」或「案件進度查詢」系統會出現查

詢條件輸入頁面，由於謄本申請案件於網路線上只保留 7

天，因此使用者能選擇之申請日期欄位只能選擇含本工作日

之往前六個工作日期內申請案件，輸入條件確定後，請點選

「查詢」。 

 

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所輸入條件列出所有符合之申請資料，使

用者可以查閱目前案件之產製情形，案件如未產製完成，則

系統於狀態欄會出現「產製中」，使用者如要重新檢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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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請直接點選「最新狀態」按鈕。 

 

※當系統狀態欄出現[取件] [明細] [取消]時，表示案件已

經產製完成，使用者點選[明細]，則可瀏覽該收件字號之

申請明細。 

 

※當使用者選擇點選「取件」，系統於驗證成功時，即會以

pdf 型態將該筆謄本內容展現出來，以 acrobat reader 瀏

覽之謄本內容，會出現驗證簽章成功、驗證時間、簽章單

位、及簽章日期內容於表頭，表身則出現申請所得之謄本

內容。使用者如要列印謄本內容或儲存該謄本之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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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直接點選印表機圖示或磁片圖示進行作業。 

 

※已經取件完成之案件，如要留存謄本之密文檔，請於狀態

欄中選取點選「下載」，系統會出現下載資訊視窗，請使

用者點選「密文檔下載」，再根據自己電腦留存檔案位

置，輸入留存檔案名稱存檔。請記得切勿修改該檔案之副

檔名(.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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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取件完成之案件，除了狀態欄顯示變更外，備註欄位

還會出現下載日期時間的列示。 

※如使用者於點選[明細]，發現該收件字號之申請明細並非

所要申請之標的或重複申請時，請點選[取消]，當取消確

認視窗出現時，請點選「確定」，該筆案件於狀態欄即會

變更為[取消申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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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物門牌查詢 

本項功能操作請參閱 4.1 謄本申請之 A.相關功能選區：a.

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之作業說明。 

 

※惟須注意！本功能選項查詢所得之地建號資料是無法帶至

申請作業畫面執行申請作業。而本區執行查詢時，使用者可

以先行選擇縣市與行政區域後，再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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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目標地籍圖查詢 

執行連接多目標地籍圖查詢系統，請點選本功能項進入。本

項查詢系統操作前請先安裝 Java Runtime Environ，如未

安裝者可以先至客服專區選擇 Java Runtime Environ 項次

連接至該網站下載軟體安裝。 

 

4.4.1 進入查詢專區時，請先點選滑鼠左鍵一次或直接點選

鍵盤 Enter 鍵一下，再開始執行查詢。查詢或案件

申請完畢請點選「回首頁」，再進行領件等其他作

業。 

4.4.2 輸入查詢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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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接以下拉選項選取標的所屬鄉鎮市區。 

B. 輸入四位數段小段代碼或直接以下拉選項段小段名

稱。 

C. 輸入地號後，點選「查詢」。 

D. 當系統出現如右圖畫面時請點選「確定」。 

4.4.3 多目標地籍圖與相關資訊： 

 

A. 當系統呼叫資料成功時，於畫面上資料顯示區域，

將可以看到以查詢標的為中心點所繪製之多目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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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圖，系統預設之比例尺為 1:1000；使用者可根

據需求直接於系統點選 1/500、1/1000、1/2000、

或每次點選放大或縮小 100 之比率調整。 

B. 可於畫面上直接以滑鼠拖拉移動地籍圖中心點位

置，觀看相關查詢標的附近地號或街道名。如要恢

復原查詢標的為中心點圖面，請點選「回原視中

心」。 

C. 圖面顯示之控制可讓使用者經由勾選地籍線、地

號、街廓、或道路名稱出現於瀏覽頁面上。 

D. 如要申請本份標的之多目標地籍圖謄本，請直接點

選「申請多目標地籍圖謄本」按鈕，確認送件所需

比例尺，點「是」。系統回應「送件成功」與出現

相關地所之收件年字號，即完成送件作業。 

E.如要執行查詢標的之登記謄本申請，請直接點選

「謄本申請」按鈕，系統會開出申請謄本作業視窗

供使用者進行編輯。請注意系統預設之帶入申請登

記謄本頁面預設值為「土地/建物全部」，使用者如

要申請部分(個人全部) ，請直接輸入該地號之所

有權人編號後，下拉選擇部分(個人全部)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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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確認後，點選「新增申請資料」，確認後點選

「送出申請案件」。※詳細之謄本申請作業操作，

請直接參閱 4 申請與領件之 4.1 申請作業說明。 

 

系統回應送件成功畫面，點選「回首頁」關閉視

窗，回到原來多目標地籍圖查詢畫面。 

 

4.4. 查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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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輸入地號標的查詢成功，系統除回應相關之多目標

地籍圖外，並有與該地號之相關地號資訊與建物門

牌可供使用者查詢，同時還可藉由建物門牌查詢相

關資訊。 

B. 使用者除了可由查詢紀錄專區中切換查詢相關資訊

與多目標地籍圖外，亦可以由圖面上的頁標切換。 

C. 付費查詢所得結果，當日可不限次數重複瀏覽，系

統不會重複計費；超過一日，系統自動將前一日所

有查詢紀錄清除。 

4.4.5 土地相關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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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點選土地相關資訊所列示之查詢標的建號資料（以滑

鼠點選如上圖紅線所標示區域），系統會將相關土地

與建物門牌資料列示出來；使用者如要申請某筆門

牌之建物門牌綜合資訊時，直接於建物門牌列表下

選取該筆門牌資料，並以滑鼠點選「送件」按鈕即

可。 

B.當系統出現確認申請建物門牌綜合資訊視窗時，請點

選「確定」。 

C.送件成功時，系統會回應該筆建物門牌申請成功之收

件年字號。 

4.4.6 作業完畢時，請回到原系統作業畫面執行查詢領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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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 

5、查詢作業 

5.1 謄本申請明細查詢 

本項功能與領件區案件列表狀態欄之「明細」選項功用相

同，唯本區可供查詢的資料為已經執行付費取件之案件。 

 

查詢時，先挑選案件日期起迄區間，選擇縣市、鄉鎮市區、

與收件年字號(查詢單筆已知收件年字號案件)，點選「查

詢」。※也可以只執行選擇日期區間，點選「查詢」。 

 

進入查詢明細列表區，請點選案件收件年字號，系統即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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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筆案件申 

請標的列示出來(如下圖)，如要重新查詢其他申請資料，請

點選表首「重新查詢」。 

 

※申請明細如需列印直接點選表首「列印」，瀏覽完畢請直

接點選「關閉視窗」離開瀏覽視窗。 

5.2 建物門牌查詢明細查詢 

查詢已經付費過之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資料請點選本選項進

入。 

 

進入查詢條件頁面後，請輸入相關條件，點選「查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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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只執行選擇日期區間，點選「查詢」。 

 

系統將已付費過的案件列示出來，使用者點選案件「明

細」，即可預覽該筆建物門牌所屬地建號資料。※申請明細

如需列印直接點選表首「列印」，瀏覽完畢請直接點選「關

閉視窗」離開瀏覽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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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鄉鎮市區查詢 

 

查詢段小段資料所屬鄉鎮市區，請點選本選項進入。進入後

選擇縣市別，輸入段小段中文名稱，點選「查詢」。 

 

系統會將查詢結果直接列示至作業區供使用者查閱。如要重

新查詢請點選表首「重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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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謄本查驗 

 

兩種方式驗證電子謄本內容：上傳檔案或輸入檢查號碼。 

◇ 上傳檔案：上傳之檔案，為已經完成領件，執行「下

載」所取得之謄本密文檔案格式(*.enc)。作業時先點選

「瀏覽」將個人電腦所留存之密文檔位置確認，再點選

「上傳謄本檔查驗」。 

◇ 輸入檢查號碼：將謄本明文檔案首頁所列之檢查號碼，

逐一輸至該欄位，或者如有 QRCode 掃描設備，可掃描謄

本明文檔案首頁所列之 QRCode。確認輸入資料無誤後，

點選「使用謄本檢查號查驗」執行內容驗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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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列印交易憑證 

 

列印交易憑證，請點選本選項進入。進入後直接表首選擇憑

證種類為謄本或建物門牌，點選、輸入相關條件，點選「查

詢」。 

 

使用者進入明細列示區後，如要查閱該筆資料明細，可直接

點選案件之收件號；如要列印交易憑證資料，則點選「交易

憑證」選項即可開出交易憑證視窗列印該份憑證內容(如下

圖)。如要重新查閱其他案件交易憑證內容請點選表首之

「重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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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憑證列印成紙本，直接點選表首右側「列印」，瀏覽完

畢請直接點選「關閉視窗」離開瀏覽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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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數值數化區查詢 

本項功能操作請直接參閱 4.1 謄本申請之 A.相關功能選

區：c.數值數化區查詢之作業說明。※惟本功能可以讓使用

者任意挑選提供服務之縣市與行政區執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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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客服支援 

系統提供給使用者之客服支援功能共有：常見問題解答、討

論區、下載區 、系統使用說明、收費標準及異動清冊網路

提供申請日期說明等 6 項。執行查詢請直接以滑鼠點選各項

次名稱進入。 

 

6.1 常見問題與解答 

點選本項次進入後直接點選問題就可以瀏覽所有問題列表，

以滑鼠點選問題即會列出問題之解答。選擇分類即可觀看該

分類主題下面之相關問題與解答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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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討論區 

進入討論區時，系統會將目前已完成張貼之討論主題表列顯

示；新增討論主題，請直接點選「發表新討論主題」，即可

進入討論主題與內容；編輯畫面，請依畫面欄位直接輸入相

關欄位資料，點選「送出」。 

 

觀看討論區表列問題請直接點選問題，即可瀏覽相關討論主

題內容與參加討論者的回應留言。 於該主題內容呈現後，

如要回應發起者之討論請直接點選「回覆討論主題」，即可

參與該項主題討論。 

要繼續參閱其他討論主題請點選「回上一頁」，再繼續查詢

其他討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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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下載區 

相關系統使用之輔助軟體與操作使用手冊下載，請點選「直

接下載」，即可載回相關資料。 

Acrobate Reader PDF 文件瀏覽軟體、Java Runtime 

Environ，由系統連結至相關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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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統使用說明 

點選後，可直接瀏覽使用系統需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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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收費標準 

點選後，可直接瀏覽使用系統請領之各類謄本收費標準。 

 

6.6 異動清冊網路提供申請日期說明 

點選後，可直接瀏覽異動清冊網路提供申請日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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