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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資訊  新聞發布

新聞發布

 居住正義論壇Ⅴ 聚焦健全預售市場的下⼀步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聯絡⼈：洪于佩科⻑

聯絡資訊：02-27287465

　　臺北市地政局協同法務局在110年9⽉14⽇，舉辦「2021居住正義2.0系列論
壇Ⅴ-預售屋資訊與交易安全之探討與展望」，本次論壇邀請中國⼟地改⾰協會
卓輝華名譽理事⻑擔任主主持⼈，與多位重量級產、官、學界代表共同與談，並

以線上直播⽅式與市⺠朋友在平台直接互動。市⻑柯文哲致詞表⽰，要實踐居住

正義，其中⼀個重點就是要健全房市，資訊透明和交易安全就是落實的關鍵。 

⼆⾯向五重點  優化預售屋資訊品質，精進契約源頭管理  
　　上、下半場座談由地政局張治祥局⻑，分別就臺北市預售屋實價資訊的查核

及提供，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檢閱納管之課題與因應策略進⾏引⾔，與談⼈

各就專業提出精闢建⾔，進⽽聚焦⼆⾯向五重點： 
⼀、預售屋實價資訊之查核與提供 
　　張治祥局⻑指出，在實價登錄2.0新制上路後，預售屋實價資訊已全⾯申
報、即時登錄，然⽽在預售屋個案條件差異⼤，⾏情不易掌握，與現⾏解約、換

約無須申報制度下，預售價格存有定錨哄抬空間，進⽽影響成屋市場，因⽽特別

邀請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司⻑、國立屏東⼤學楊宗憲副教授、台北市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鐘少佑理事⻑及住展雜誌何世昌研發⻑等產、官、學界專家共同論述，聚

焦探討預售屋實價資訊之查核與提供。 
(⼀)查核正確，防杜不實申報 
　　王成機司⻑表⽰，新制已增訂查核權等機制，政府會落實查核，以遏⽌哄抬

炒作，確保資訊正確。鐘少佑理事⻑則以影響交易價格各項因素，解析台北市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如何協助北市府判斷實價合理性，並指出不動產估價師為市場⾏

情掌握之專業者，政府部⾨與⺠間企業或個⼈應善⽤其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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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透明，掌握預售⾏情 
　　王成機司⻑認為，預售屋揭露最怕價格失真，遭到定錨，因此只要累積⼀定

數量，配合地價⼈員及估價師的把關，就會即時揭露。楊宗憲副教授對於資訊即

時透明與避免價格定錨之平衡，建議預售屋異質特性形成之價格差異，可透過多

⼾實價案例收斂判斷，降低價格定錨效果，以提升實價資訊之正確性。⾯對⾼房

價、避免價格遭定錨哄抬情形，何世昌研發⻑從國外不動產租稅政策與價格市場

變化之比較，提醒政府在實踐居住正義政策時，應回頭檢視施政有效性。 
(三)解/換約管理，維護實價資訊品質 
　　論壇與談專家學者⼀致認為解約、換約資訊應全部公開，楊宗憲副教授更表

⽰，實價資訊應提供建案多元資訊，包括申報件數及解約、換約之註記等資訊，

供消費者觀察建案銷售及解換約情形，透過多元資訊的提供，協助市場判斷價格

合理性。 
最後，論壇主持⼈卓輝華理事⻑也認同資訊透明為健全房市⾸要要件，北市府已

透過多項查核機制確保價格正確性，⽽解約、換約相關資訊應透明公開，交由市

場解讀，並提醒消費者應注意各項交易資訊，期望北市府持續落實資訊透明健全

不動產交易市場。 
⼆、精進預售建案定型化契約源頭管理 
　　張治祥局⻑指出，過去，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無需向政府申報備查，導致

⼀般消費者無從判斷契約內容是否符合規範，新制上路後，預售屋銷售者，在銷

售前就須提供契約給地⽅政府備查，政府會把檢閱合格的契約對外公布，讓消費

者可以參考核對，維護⾃⾝權益。但在實務上，仍發⽣業者以不同文字表述、穿

插補充條款等⽅式，規避應記載事項，或隱藏混淆對消費者不利內容等執⾏課

題，因⽽特別邀請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司⻑、中華⺠國地政⼠公會全國聯合會林

旺根名譽理事⻑、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于俊明秘書⻑、臺北市法務局

楊麗萍主任消保官，共商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的精進管理機制，冀由源頭管

理，促使契約內容更符合規範、透明好解讀，進⼀步保障消費者權益。 
(⼀)規格化契約標⽰，提升檢約效率 
　　座談中各與談⼈皆肯定北市推動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其他

補充條款標⽰規格化策略，有助於提升契約資訊透明及可讀性，保障消費權益，

立意良善。王成機司⻑特別提醒不動產開發業者，申報備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前，應落實契約內容⾃主檢查，實價登錄2.0新制上路後，如發現使⽤不符應
記載事項之契約，將立即開罰。林旺根理事⻑及楊麗萍主任消保官，則建議應記

載事項應適時檢討，倘發現部分補充條文有重複記載於多數契約情形，可檢視是

否將該條文納入應記載事項，使規範更趨完善。 
(⼆)納入第三⽅專業，強化檢約公信⼒ 
　　針對納入專業第三⽅協檢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議題，王成機司⻑等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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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表認同，認有助強化契約審閱效能，加速契約資訊揭露。此外，楊麗萍主任消

保官及于俊明秘書⻑特別建議，機關檢約時倘遇文字解讀爭議，亦可經由專業第

三⽅提供諮詢意⾒，消彌爭議，強化檢約專業度與公信⼒。 
 最後，主持⼈卓輝華理事⻑也肯定，近年中央政府與北市府為促進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內容符合規範，讓交易雙⽅有所依循，建立信任基礎與市場秩序，所費

的⼼⼒與努⼒。並與市⺠朋友共同期待，市府與開發業者能持續溝通，協⼒健全

預售屋契約訂定與市場交易機制，進⼀步保障消費者權益。 

健全預售市場 保障消費權益 
　　柯文哲市⻑致詞時特別表⽰，落實居住正義，打造宜居城市，⼀直都是北市

施政的⽬標與願景。鑑於預售屋是當前推案市場主流，為進⼀步健全預售屋市

場，保障消費者權益，北市府主動攜⼿中央⼀起為精進預售屋資訊與契約管理機

制集思廣益，非常感謝本次論壇與會⼈員的參與交流，各⽅意⾒都將成為市府擬

定房市健全政策，落實居住正義的重要參考。 
論壇當⽇來不及參與的市⺠朋友，歡迎到「臺北地政」臉書下載論壇資訊，並填

寫問卷[連結]  ，提供您對房市健全的寶貴建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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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居住正義 2.0系列論壇Ⅴ 

預售屋資訊與交易安全之探討與展望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9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分 

貳、地點：地政講堂（本市文山區萬隆街 47之 12號 2樓） 

參、主持人：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卓輝華名譽理事長   紀錄：林竑廷 

肆、引言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局長 

伍、與談人：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國立屏東大學 楊宗憲副教

授、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鐘少佑理事長、住展雜誌 

何世昌研發長、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林旺

根名譽理事長、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于俊

明秘書長、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楊麗萍主任消保官 

陸、主持人致詞：(略) 

柒、議題一：預售建案實價資訊之查核與提供 

一、引言人：張治祥局長 

在實價登錄 2.0 新制上路後，預售屋實價資訊已全面申報、即

時登錄，然而在預售屋個案條件差異大，行情不易掌握，與現行解

約、換約無須申報制度下，預售價格存有定錨哄抬空間，進而影響

成屋市場，故價格如何把關？資訊何時提供？及解約、換約申報機

制如何管理？三大問題為本議題探討重點。 

二、與談人：王成機司長 

(一)實價登錄新制已增訂查核權等機制，政府會落實查核，地方政

府查核過程對於價格資訊疑有不實之案件，可報請中央向相關

機關或金融機構查詢、取閱價格資訊有關文件，內政部會協助

查調，以遏止哄抬炒作，確保資訊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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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售屋交易資訊揭露最怕價格失真，遭到定錨，因此只要累積

一定數量，配合地價人員及估價師的把關，就會即時揭露。 

(三)為避免轉手換約定錨炒作房價，現在已禁止紅單轉售，而房地

合一 2.0也將實價登錄的換約納入課稅範圍，對於換約已有相

關規範機制。至解約後再次出售，成交時也要申報實價登錄，

並且在備註欄申報解約資訊，所以預售屋從建案開始、預售屋，

到變成成屋第一次買賣整個歷史流程，政府都可以勾稽，未來

會站在保護消費者的立場分析檢討是否存在相關問題，讓市場

更穩健安全。 

三、與談人：楊宗憲副教授 

(一)今天討論居住正義的重點是怎麼樣讓負擔不要越來越重，而不

是要把房價壓到底，房價應該是穩定的狀態。對於資訊即時透

明與避免價格定錨之平衡，建議預售屋異質特性形成之價格差

異，可透過多戶實價案例收斂判斷，降低價格定錨效果，以提

升實價資訊之正確性。 

(二)實價資訊提供關鍵，應提供建案配套資訊，包括申報件數及解

約、換約之註記等資訊，供消費者觀察建案銷售及解換約情形，

透過多元資訊的提供，協助市場判斷價格合理性。 

四、與談人：鐘少佑理事長 

(一)實價登錄 2.0上路後，價格資訊更即時透明，而影響價格因素

有很多，除了基地條件、周邊嫌惡設施以外，例如頂樓 6米挑

高設計、含露臺交易，甚至是否為轉管、中繼機房、無障礙廁

所等都是估價師必須考量判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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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起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與地政局簽訂 MOU 協助

查核實價資訊，取得成屋交易案例相對容易，而預售屋價格的

提高，究竟是實際上房市走揚的狀況或其價格包含其他影響因

素？因此，建議預售屋實價資訊累積到一定的量再揭露，從不

同樓層、不同的價格形成原因，進一步了解實際價格組成因素

的合理性。 

(三)臺北市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實價查核，國外像美國、英國

等也有針對房貸審核請求第三方公正者協助，未來諸如此類房

貸、房價等影響社會大眾利益問題，也建議由估價師協助。 

五、與談人：何世昌研發長 

訂定居住正義政策前，應思考居住正義之目的及方向。面對高房

價問題，國外不動產租稅加重的政策產生租稅轉嫁效應，無法解決

高房價問題，因此提醒政府在實踐居住正義政策時，應回頭檢視施

政有效性。 

六、主持人小結：  

(一)要健全房市，資訊透明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件。臺北市政府

對於資訊如何查核，除了自己查核，並找估價師再複核，已經

做得非常嚴密。至於解約、換約，司長及局長等都有談到，其

實就是要全部揭露，這就是資訊透明的精神。 

(二)資訊透明的過程中，因為影響價格的因素實在太多了，因此消

費者自己也必須謹慎的去看看這個資訊，仔細去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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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議題二：精進預售建案定型化契約之源頭管理 

一、引言人：張治祥局長 

 過去，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無需向政府申報備查，導致一般

消費者無從判斷契約內容是否符合規範。為此，北市府在 106年 3

月率先全國納管全市預售建案買賣定型化契約，主動為市民朋友健

檢契約內容是否符合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新制上路後，預售屋

銷售者，在銷售前就須提供契約給地方政府備查，政府會把檢閱合

格的契約對外公布，讓消費者可以參考核對，維護自身權益。但在

實務執行上，仍發生業者以不同文字表述、穿插補充條款等方式，

規避應記載事項，或隱藏混淆對消費者不利內容，故如何從源頭管

理，讓預售屋契約內容更符合規範、更透明好解讀，強化消費者的

權益保障，有賴各界共同深入探討。 

二、與談人：王成機司長 

(一) 實價登錄新制於 110年 7月 1日施行，業者於銷售前應將預

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所在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由地方主管機關不定期辦

理查核，違規者予以重罰。 

(二) 業者申報備查前，基於內稽、內控管理，即應逐項檢視契約內

容，核實填寫自主檢核表，亦得於報請備查前先將買賣定型

化契約送不動產或法律團體協助檢核是否符合規定，供受理

機關參考。 

(三) 在此肯定北市府就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推動應記載事項

與其他補充條款標示規格化作法，建議可基於行政指導輔導

業者採用，加速契約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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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談人：林旺根理事長 

(一) 為保障消費者購買預售屋之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訂定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倘業者

使用之契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主管機關可依規定處罰。 

(二) 北市府所提應記載事項與其他補充條款標示規格化策略，應

有助於提升契約資訊透明及可讀性，保障消費者權益，立意

良善。 

(三) 倘發現部分補充條文有重複記載於多數契約情形，應檢視是

否將該條文納入應記載事項，使規範更趨完善。 

四、與談人：于俊明秘書長 

(一) 業者契約倘將應記載事項暨補充條文等標示規格化，將能有

效提升市府檢約效率，也樂見市府提出縮短檢約時程等相關

誘因，有助於提高業者合作意願。 

(二) 市府可建立公私協力合作機制，委託法律專業協助檢閱預售

屋契約，針對有疑義之磋商、補充條款加以討論，建立一致

性標準，提升檢約效能。 

五、與談人：楊麗萍主任消保官 

(一) 補充條款內容倘有疑義，應本於平等互惠原則為有利於消費

者之解釋，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另

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

效。 

(二) 倘機關檢約遇有文字爭議，經由專業第三方提供諮詢意見，

亦可強化契約備查資訊公信力，同時減少爭議。 

(三) 另建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持續與時俱進檢討修正。 



 6 / 8 

六、主持人小結：  

(一) 政府花了很多心力訂定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主要是

冀由規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內容，讓買賣雙方有所依循，

建立信任基礎與交易秩序。 

(二) 相信市民朋友也期待，市府與開發業者能持續溝通，精進預

售屋契約訂定與市場交易機制，減少糾紛爭議，維護消費者

交易安全。 

玖、綜合討論： 

一、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王俊傑理事長 

(一) 業者對於透明、安全的不動產交易市場環境充滿期待，同時

也將全力配合實價登錄新制政策。新制規定是希望預售屋交

易更透明，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這對消費者、業者都很好，

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糾紛；但好的政策還是要思考宣導推

動期，如果能有充足的推動緩衝期，業者對政策的適應與準

備將更充分，應有助於讓預售屋交易流程規劃更妥適完善。 

(三) 居住正義政策是當前全國關注的議題，中央、地方與業界三

方應協力合作，共同為落實政策目標集思廣益。 

二、 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 

(一) 線上朋友詢問實價登錄資訊為何不全部揭露，還要稽核、篩

選？柯市長開場致詞提到實價登錄新制讓資訊更透明，但最

重要的是資訊要正確。不論成屋或預售屋買賣，還是可能有

作價的情況產生，因此實價登錄需要查核機制，針對於異常

價格判斷篩選，檢視資訊是否合理，合理會提供查詢，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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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不適合揭露，而目前全國的揭露率高達 96%，事實上是

相當高。 

(二) 另外提到解約退戶為何不即時更新資訊，這樣不是給有心人

士作價的機會嗎？目前解約的實價登錄規定是解約後再次交

易時仍須申報，而且必須在備註欄說明解約情形，也會把它

揭露，這樣外界就可以知道，這一戶之前解約價格多少，現

在價格多少，事實上是透明的。另外也會責成縣市政府來看

是否有利用解約來作價的情況，如果是有疑慮的價格，應先

下架再去調查，調查結果如果確實有作價情形，將依法律規

定給予嚴懲。 

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局長 

(一) 有關線上朋友詢問納入法律專業第三方協助檢閱預售建案契

約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的疑義，政府目前人力負荷吃緊，借

助法律專業人才協助檢約除可分擔人力壓力外，亦能為消費

者把關契約中是否藏有不利條款，使契約符合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以落實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二) 另就契約中可能隱藏不利條款，市府如何幫消費者把關的問

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為政府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基本限

度，業者契約報請地政局備查時，地政局除同步檢閱契約是

否藏有其他不利條款，提請業者修正，後續地政局也會透過

不定期查核，維持預售屋交易安全與秩序，提供消費者安心

購屋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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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北市政府 李得全副秘書長總結： 

(一) 健全預售屋市場管理機制為房市健全的重要關鍵，本次論壇

目的就是透過各界意見交流，凝聚共識，來精進預售屋資訊

與銷售管理服務制度。 

(二) 在此特別感謝地政司與業界、學界、相關市府單位等與談專

家、北市各不動產業者公會及線上的市民朋友，與北市府共

同面對課題，集思廣益，提出精闢見解與建議。 

(三) 今日議題討論結果，就如同市長致詞所談，後續都將透過整

理分析，收斂做為明年度房市健全政策與行動的擬定基礎與

依據，逐步落實居住正義，達成宜居永續臺北的政策目標。 

五、 主持人結語： 

   健全房市發展，落實居住正義，是場需要持續穩健推進的工

程，且應配合時勢逐年滾動修正，並藉由讓消費者、業者、政

府三方，適時對當前機制檢視溝通，以促進制度更健全完善，

增進交易秩序與互信基礎，協力引導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 

拾、散會：17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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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資訊  新聞發布

新聞發布

「2021居住正義2.0系列論壇Ⅴ-預售屋資訊與交易安
全之探討與展望」將於9⽉14⽇舉⾏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聯絡⼈：洪于佩

聯絡資訊：27287465

　　實價登錄⾃2012年上路以來已屆滿9年，⾯對多變的不動產交易市場，政策
需不斷精進，以引導市場健全發展。實價登錄2.0進化版在2021年7⽉1⽇上路，
預售屋實價資訊須全⾯即時申報，買賣定型化契約全⾯備查納管，對於預售屋資

訊透明與交易安全確實前進了⼀⼤步。北市府為優化預售屋價格資訊品質，促進

買賣定型化契約更符合規範，守護預售屋交易安全，將於今(110)年9⽉14⽇假地
政講堂，舉辦「2021居住正義2.0系列論壇Ⅴ-預售屋資訊與交易安全之探討與展
望」，希望透過產、官、學界倡議，持續精進制度，健全北市預售屋交易市場。 

聚焦探討新制重點議題 展望健全預售市場的下⼀步 
　　地政局表⽰，本次論壇於13時30分開始，依議題不同，分為上、下半場進⾏
座談，主持⼈由中國⼟地改⾰協會卓輝華名譽理事⻑擔任，接續由臺北市地政局

張治祥局⻑引⾔，並邀請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司⻑、國立屏東⼤學楊宗憲副教

授、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鐘少佑理事⻑、住展雜誌何世昌研發⻑、中華⺠國

地政⼠公會全國聯合會林旺根名譽理事⻑、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于俊

明秘書⻑、臺北市法務局楊麗萍主任消保官共同與談，各場座談聚焦重點議題如

下： 

►預售屋實價資訊之查核與提供 
　　因應預售屋個案異質性⾼，⾏情不易掌握且易被定錨哄抬等問題，將探討預

售屋價格查核、資訊提供、及解約或換約申報等機制，集思廣益，優化預售屋價

格資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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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預售建案定型化契約源頭管理 
　　⾯對預售屋契約常以不同文字表述、或穿插補充條文，來規避應記載事項，

或隱藏對消費者不利條款情形，將探討契約應記載事項與補充條文標⽰規範之建

立，及納入專業第三⽅協檢機制，精進預售屋契約源頭管理，強化消費者的權益

保障。 

論壇精采可期  線上直播參與零時差 
　　本次論壇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將以線上直播⽅式開放市⺠朋友參與，歡迎點

閱「臺北地政」FB專⾴  線上觀看、留⾔，屆時請關注房市健全議題的舊雨新
知，提前進入平台共同參與、留⾔討論，並填寫問卷  提供您的寶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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