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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管業資訊提供作業 

時機：以代管契約簽訂契約日期為準，於當季結束後 15日內於本系統提供。舉

例，108年 3月 1日簽訂之代管契約，應於 108年 4 月 15日前申報。 

 

申報方式：使用工商憑證登入 

 

注意事項： 

憑證登錄後若欲登出，可點選左邊選單最下面的登出。 

 

左邊功能表，選擇代管業資訊提供，系統要求工商憑證登入 

輸入公司統一編號與卡片密碼(PinCode)進行登入 

 

 
 

憑證驗證後；顯示代管案件查詢畫面，可查詢已送件之案件資料 

 

 

各欄位說明： 

(1) 案件編號：輸入案件編號進行案件查詢 

(2) 門牌：輸入門牌進行案件查詢 

(3) 房屋稅籍編號：輸入房屋稅籍編號進行案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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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代管案件]：至代管案件登錄畫面 

(5) [查詢]：透過查詢條件進行資料查詢 

(6) [更正]：進行案件資訊更正 

(7) [提前終止委管契約]：進入提前終止契約畫面 

(8) [匯出]：匯出 XML檔案 

(9) [列印]：下載 PDF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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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增代管案件 

點選[新增代管案件]後；進入案件登錄畫面 

 

 

 

各欄位說明： 

[資料匯入]：若已有 XML檔，可直接上傳存檔資料修改 

(1) 代管業統一編號：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統一編號  

(2) 業者名稱：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公司名稱  

(3) 地址：填寫公司地址 （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地址） 

(4) 聯絡電話：填寫公司聯絡電話（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

聯絡電話） 

(5) 營業處所名稱：填寫營業處所名稱，若非屬營業處所者免填 

(6) 委託人統一編號：填寫委託人統一編號  

(7) 委託人姓名：填寫委託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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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址：填寫委託人地址  

(9) 聯絡電話：填寫公司聯絡電話 

(10) 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選擇委託人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 

(11) 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填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委託人為房屋所有權人者

者免填 

(12) 房屋所有權人統一編號：填寫房屋所有權人統一編號，委託人為房屋所

有權人者者免填 

(13) [新增一筆標的資訊]：新增標的資訊，展開標的資訊資料登錄畫面 

(14) 契約簽訂日期：填寫契約簽訂日期，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期選擇 

(15) 代管期間：填寫代管開始日以及代管結束日，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

期選擇 

(16) 代管費用：選擇代管費用方式；月繳、期繳(自行輸入月數)、年繳、一

次性費用以及其他方式。 

(17) 代收租金：是否有代收租金 

(18) 租金：輸入代收租金金額 

(19) 押金：輸入代收押金金額 

(20) 含車位租金：選擇租金是否含車位租金 

(21) 車位租金：輸入代收車位租金金額 

(22) [儲存資料(不取號)]：將目前登打的資訊進行存檔，暫存資料目前保留

天數為一天 

(23) [儲存]：案件儲存並送件  

(24) [回上一頁]：回到查詢案件畫面 

 

點選[新增一筆標的資訊]後，展開標的資訊登錄畫面 

 

 
 

各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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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的所在縣市：選擇標的所在縣市  

(2) 有無建物門牌：選擇該標的是否有建物門牌  

(3) 建物門牌：輸入標的建物門牌 

(4) 房屋稅籍編號：輸入標的房屋稅籍編號，有門牌者免填房屋稅籍編號 

(5) 基地地號：輸入基地地號，可多筆 

(6) 行政區：選擇行政區 

(7) 段小段：選擇段小段 

(8) 地號：輸入地號 

(9) [新增] ：新增一筆基地地號資料 

(10) 建物型態：選擇建物型態，若非上述選項，可選擇其他，並於後方輸入

欄位自行填寫建物型態名稱（公寓：5樓含以下無電梯、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 10層含以下有電梯） 

(11) 代管範圍：輸入代管範圍類型及數量(整層住宅、套房、雅房、其他、

機車車位、汽車車位) 

(12) 代管面積：輸入契約約定之代管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13) [儲存]：儲存標的資訊 

(14) [取消]：取消本次輸入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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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正代管案件 

時機: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結束後 15日內將前季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

訊於本系統中報送。若逾每季結束後 15日後，已報送之案件需更正，應進入更

正作業，更正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 

 

於清單點選更正按鈕，進入更正作業： 

 

 

更正案件欄位說明，請參考新增代管案件 

 

1.3. 提前終止委管契約 

時機:簽訂委管契約後，若該有提前終止之情事，應於系統內填載終止契約之日

期及時間。 

 

於清單點選提前終止委管契約按鈕，進入提前終止契約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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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欄位說明： 

(1) 終止契約日期：輸入提前終止契約日期  

(2) 提前終止契約原因：選擇終止原因，若無適當選項，可選擇其他，並於

後方輸入欄位填寫原因  

(3) 儲存：儲存終止契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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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租業資訊提供作業 

時機：以包租契約簽訂契約日期為準，於當季結束後 15日內於本系統提供。舉

例，108年 3月 1日簽訂之包租契約，應於 108年 4 月 15日前申報。 

 

申報方式：使用工商憑證登入 

 

注意事項： 

憑證登錄後若欲登出，可點選左邊選單最下面的登出。 

 

左邊功能表，選擇包租業資訊提供，系統要求工商憑證登入 

輸入公司統一編號與卡片密碼(PinCode)進行登入 

 

 

 

憑證驗證後；顯示包租案件查詢畫面，可查詢已送件之案件資料 

 

 

各欄位說明： 

(1) 案件編號：輸入案件編號進行案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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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門牌：輸入門牌進行案件查詢 

(3) 房屋稅籍編號：輸入房屋稅籍編號進行案件查詢 

(4) [新增包租案件]：至包租案件登錄畫面 

(5) [查詢]：透過查詢條件進行資料查詢 

(6) [更正]：進行案件資訊更正 

(7) [提前終止包租契約]：進入提前終止契約畫面 

(8) [轉租]：進入轉租畫面 

(9) [匯出]：匯出 XML檔案 

(10) [列印]：下載 PDF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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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增包租案件 

點選[新增包租案件]後；進入案件登錄畫面 

 

 

各欄位說明： 

[資料匯入]：若已有 XML檔，可直接上傳存檔資料修改 

(1) 包租業統一編號：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統一編號  

(2) 業者名稱：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公司名稱  

(3) 地址：填寫公司地址（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地址） 

(4) 聯絡電話：填寫公司聯絡電話（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

聯絡電話） 

(5) 營業處所名稱：填寫營業處所名稱，若非屬營業處所者免填 

(6) 出租人統一編號：填寫出租人統一編號  

(7) 出租人姓名：填寫出租人姓名  

(8) 地址：填寫出租人地址  

(9) 聯絡電話：填寫公司聯絡電話 

(10) 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選擇出租人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 

(11) 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填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出租人為房屋所有權人者

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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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房屋所有權人統一編號：填寫房屋所有權人統一編號，出租人為房屋所

有權人者者免填 

(13) [新增一筆標的資訊]：新增標的資訊，展開標的資訊資料登錄畫面 

(14) 契約簽訂日期：填寫契約簽訂日期，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期選擇 

(15) 包租期間：填寫包租開始日以及包租結束日，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

期選擇 

(16) 租金：輸入租金金額 

(17) 押金：輸入押金金額 

(18) 含車位租金：選擇租金是否含車位租金 

(19) 車位租金：輸入車位租金金額 

(20) [儲存資料(不取號)]：將目前登打的資訊進行存檔，暫存資料目前保留

天數為一天 

(21) [儲存]：案件儲存並送件  

(22) [回上一頁]：回到查詢案件畫面 

 

點選[新增一筆標的資訊]後，展開展開標的資訊資料登錄畫面 

 

 

 

各欄位說明： 

(1) 標的所在縣市：選擇標的所在縣市  

(2) 有無建物門牌：選擇該標的是否有建物門牌  

(3) 建物門牌：輸入標的建物門牌 

(4) 房屋稅籍編號：輸入標的房屋稅籍編號，有門牌者免填房屋稅籍編號 

(5) 基地地號：輸入基地地號，可多筆 

(6) 行政區：選擇行政區 

(7) 段小段：選擇段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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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號：輸入地號 

(9) [新增] ：新增一筆基地地號資料 

(10) 建物型態：選擇建物型態，若非上述選項，可選擇其他，並於後方輸入

欄位自行填寫建物型態名稱（公寓：5樓含以下無電梯、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 10層含以下有電梯） 

(11) 包租範圍：輸入包租範圍類型及數量(整層住宅、套房、雅房、其他、

機車車位、汽車車位) 

(12) 包租面積：輸入契約約定之包租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13) [儲存]：儲存標的資訊 

(14) [取消]：取消本次輸入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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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更正包租案件 

時機: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結束後 15日內將前季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

訊於本系統中報送。若逾每季結束後 15日後，已報送之案件需更正，應進入更

正作業，更正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 

 

於清單點選更正按鈕，進入更正作業 

 

 

更正案件欄位說明，請參考新增包租案件 

 

2.3. 提前終止包租契約 

時機:簽訂包租契約後，若該有提前終止之情事，應於系統內填載終止租約之日

期及時間。 

 

於清單點選提前終止委管契約按鈕，進入提前終止契約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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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欄位說明： 

(1) 終止契約日期：輸入提前終止契約日期  

(2) 提前終止契約原因：選擇終止原因，若無適當選項，可選擇其他，並於

後方輸入欄位填寫原因  

(3) 儲存：儲存終止契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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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租資訊提供作業 

時機:包租契約後簽訂後，若有轉租情形，應於每季結束後 15日內將前季簽訂之

住宅轉租契約資訊透過本系統已登錄之案件進行轉租資訊之填載。以轉租契約簽

訂契約日期為準，於當季結束後 15日內於本系統提供。舉例，108年 3月 1日

簽訂之轉租契約，應於 108 年 4月 15日前申報。 

 

由已登錄之包租案件點選轉租按鈕進入轉租畫面 

 

 

 

 

 

各欄位說明： 

(1) [新增轉租案件]：進入新增轉租案件畫面  

(2) [更正]：對已送件之轉租案件進行資料更正  

(3) [回上一頁]：回到包租案件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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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增轉租案件 

點選[新增轉租案件]後；進入案件登錄畫面 

 

 

各欄位說明： 

(1) 次承租人統一編號：填寫次承租人統一編號  

(2) 次承租人姓名：填寫次承租人姓名  

(3) 地址：填寫次承租人地址  

(4) 聯絡電話：填寫次承租人聯絡電話 

(5) 轉租範圍：勾選標的資料，全部或部分(整棟住宅、套房、雅房、其他、

機車車位、汽車車位)及數量 

(6) 轉租面積：填寫轉租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7) 轉租日期：填寫轉租契約簽訂日期，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期選擇 

(8) 轉租期間：填寫轉租開始日以及轉租結束日，可點右手邊小日曆進行日

期選擇 

(9) 租金：輸入租金金額 

(10) 押金：輸入押金金額 

(11) 含車位租金：選擇租金是否含車位租金 

(12) 車位租金：輸入車位租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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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終止轉租日期：輸入提前終止轉租契約日期 

(14) 提前終止轉租原因：選擇終止契約原因，若無適當選項，可選擇其他；

並於後方輸入原因 

(15) [儲存]：案件儲存並送件  

(16) [取消]：回到查詢轉租案件畫面 

 

 

3.2. 更正轉租案件 

時機: 包租契約後簽訂後，若有轉租情形，應於每季結束後 15日內將前季簽訂

之住宅轉租契約資訊透過本系統已登錄之案件進行轉租資訊之填載。若逾每季結

束後 15 日後，已填載之轉租資訊需更正，應進入更正作業，更正後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核。 

 

於清單點選更正按鈕，進入更正作業 

 

 

更正案件欄位說明，請參考新增轉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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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租賃住宅批次匯入作業 

 

申報方式：使用工商憑證登入 

 

注意事項： 

憑證登錄後若欲登出，可點選左邊選單最下面的登出。 

 

左邊功能表，選擇租賃住宅批次匯入，系統要求工商憑證登入 

輸入公司統一編號與卡片密碼(PinCode)進行登入 

 

 

 

憑證驗證後；可選擇檔案進行匯入 

注意事項： 

請將多個 xml檔案打包壓縮為一個 zip檔 

 

第一步：選擇檔案，點選確定後，呈現匯入 XML檔案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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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勾選案件資料，點選檢覈及送件 

 

 

檢核通過，送件完成並取得案件編號 

若驗證失敗，可參考說明內容，重新編輯 XML檔案後，再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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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案件異動通報 

 

時機:本季無簽訂任何包租、代管及轉租契約時，透過本系統申報將資料提供給

本系統。舉例，108年 1月到 3 月無簽訂之包租、代管及轉租契約，應於此功能

中進行 108年第 1季無案件通報。 

 

通報方式：使用工商憑證登入 

 

注意事項： 

憑證登錄後若欲登出，可點選左邊選單最下面的登出。 

 

左邊功能表，選擇包租業資訊提供，系統要求工商憑證登入 

輸入公司統一編號與卡片密碼(PinCode)進行登入 

 

 

憑證驗證後；進入包租/代管無案件異動通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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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新增無案件異動通報 

 

點選[新增無案件異動通報]後；  

 

 

 

各欄位說明： 

(1) 公司統一編號：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統一編號 

(2) 公司名稱：系統自動帶出工商憑證之公司名稱  

(3) 營業處所名稱：填寫營業處所名稱，若非屬營業處所者免填 

(4) 住址：填寫公司地址 （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地址） 

(5) 聯絡電話：填寫公司聯絡電話（若屬分設營業處所者，請填寫營業處所

聯絡電話） 

(6) 年度/季別：系統自動帶出前期年度和季別 

(7) [儲存]：案件儲存並送件  

(8) [取消]：回到包租/代管無案件異動通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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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撤銷無案件異動通報 

 

時機: 租賃住宅服務業，已報送之案件需更正或撤銷，應進入此功能做撤銷作

業，需要更正再做新增異動通知。 

 

於清單點選[撤銷]按鈕後；跳出訊息再次提醒是否撤銷 

  

點選確認後跳出訊息告知已撤銷

 

撤銷後回到包租/代管無案件異動通報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