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曾發生造假現象、
契約的執行時受於脅迫、配偶曾重
婚，但不為人知、郡登記辦公室的
辦事員犯了業務錯誤、財產稅繳交
發生錯誤 – 這些現象和其他不為
人知的「產權糾紛」都會讓您失去
您的房產。 就算您不會完全失去
您的房產，產權問題將讓您無法
出售您的房產。 >> 可能在您買下
房產很久以前曾存在了產權問題，
千萬不要讓這個問題讓您失去對房
產的擁有權、使用權、處理權。 >>
也不要為了在法院保護您的房產，
付出高昂的代價。 >> 就算曾最全
面地搜尋了所有的公共記錄，還是
有可能會有不為人知的產權糾紛，
所以唯有「房產擁有人產權保險」
可以保護您，讓您不會受到潛在的
產權糾紛影響。還有「產權貸款保
險」，可以保護房貸貸方的利益。
>> First American 向您收取一次性的
保險費，同意向您賠償任何保險條
款內所規定的損失；這些損失必須
是在購買 First American 相關保險前
沒有發現的產權糾紛所造成的；賠
償金額最高可達到保險中所規定的
金額。 >> 除非在保險中有明確的
排除，您所購買的 First American 產
權保險政策還會賠償相關的法律辯
護支出。
與任何保險合約一樣，保險條款中明確規定產權保險的保
險範圍，以及保險中的例外條款、排除條款、限制條件
等，這些條款與條件將限制或縮小保險的範圍。另外，有
部分保險範圍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及承保條件的規定，可
能不適用於特定地區或特定交易。如要取得進一步的資
訊，請與 First American 代表聯絡。上述描述的服務是一般
的基本服務。向您提供的服務會根據交易的特定情況和房
產的地點而有不同。

>>

做好萬全準備，

要保護資產就

只有一個辦法。
800.854.3643 q www.firstam.com

避免一切風險
有 70 多種情況可以讓您失
去您的家

第一美國產權保險公司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此處提交資訊的完整，準確性。同時聲明不對任何可能的錯誤或遺漏負責。
第一美國產 權是第一美國金融公司的商標。
PA – CH

©2010 First American Financial Corporation q NYSE:FAF

>>

您的產權保險可以保護您，免受下列潛在糾紛的影響：

1.

在契約、房屋貸款、貸款清償、產權的交付等方面有
偽造的現象，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5. 房產因為法律說明的錯誤或不足，所以對您造成了

2.

簽約方可能精神錯亂或有精神狀況無能力自主的可
能，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6. 土地的契約上沒有可以通往道公共街道或道路的權

3.

簽約方未成年（契約可能因此無效），所以對您造
成了損失

4.

簽約方是企業，但是根據法律，該企業沒有被授權簽
約，或簽約時，企業偽造了企業內部的決議，所以對
您造成了損失

5.

簽約方是夥伴關係的一方，但是在夥伴關係協議中並
沒有獲得授權，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9. 房產因為文件上有糾紛，（例如沒有經過公證的承認

6.

簽約方是宣稱的受託人，但是在信託協議中沒有獲得
授權處理房產，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60. 因為沒有公證所以房產承認書有糾紛（在委任之前或

7.

損失

利，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7. 土地的契約因為有未公佈的狀況或限制而在法律上有
了糾紛，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8. 房產通往道路的權利因為附近土地回贖權的取消而被
取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書或沒有法律說明）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22. 因為契據簽訂方宣稱是去世的房產擁有人唯一繼承配
偶，但發現已經解除婚姻關係，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8. 房產因為之前的貸款而還有債權，但是沒有公佈，所
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委任失效之後取得承認書），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61. 房產承認書上公證或見證人為偽造的，所以對您造

簽約方為尚未完成註冊的股份公司，或已經照公司章
程解散的公司，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23. 受契據影響的房產的擁有人已經去世，但因為不是所

39. 房產因為還有官司，但是還沒有公佈，所以對您造

8.

簽約方為不受法律認可的實體（例如：以教會、慈善
機構或俱樂部等名義存在），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24. 契據的簽訂依照了失蹤人口財產管理辦法處理，但是

40. 房產因為還有環境抵押權，但是還沒有公佈，所以對

9.

簽約方為在國外的人，很可能會被外國法律視為無
能力、沒有獲得授權、有缺陷的人，所以對您造成
了損失

25. 繼承人或財產共同擁有人的一方謀殺了房產擁有人，

41. 房產因為他人有選擇權或首要購買權，但是還沒有公

10. 因為房產的前任擁有人或在產權上使用了「化名」或

26. 房產的轉讓或程序影響了受到士兵、海員國民資助法

42. 房產有其他的契約或限制，返回者對房產有一定利

11. 契據執行時可能發生了偽造、受不當的影響或脅迫，

27. 房屋轉讓因為違反了公共政策，因此造成了轉讓的失

43. 房產為了附近土地而有地役權（以便於公共進出、水

您可以要求提供更多的保險範圍，來
保護您不因為下列的情況遭受損失：

28. 對土地（包括溼地）的契據受到公共信託的管制，所

44. 房產有劃界協定、界牆協議、重新劃界協議，但是還

64. 購買房產契約時發現原先擁有人稍早已經將同一塊土

假名，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2. 在房產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後卻因沒有完成必要的手
續，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3. 相關土地的契據因為執行司法程序，尚未獲得法院
授權進行處理（司法程序包括：破產、財務管理、
遺囑查驗、法定保護、解除婚姻關係等），所以對
您造成了損失
14. 契據因為執行司法程序，還有上訴的機會，或在等待
法院的判定，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5. 契據因為執行司法程序，而所有相關方都尚未參與相
應的處理，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6. 在司法程序中因為對個人或房產沒有司法管轄權，所
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7. 契據簽訂時有誤（授予人不知道契約的實際內容），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18. 在簽訂契據時，因為授權書遭到偽造，所以對您造
成了損失

19. 在簽訂契據時，因為授權書已經失效（如授權人死

有繼承人參與了交易，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房產擁有人稍後突然出現，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然後執行了房產的轉讓，因此而造成了損失

案保護的服務人員的權利，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效（這些公共政策包括：償還賭債、支付教唆他人犯
罪的酬勞或在轉讓時必須接受一定的限制）
以對您造成了損失（公共信託的管制包括政府到土地
上視查的權利，以便於保護在導航、商業、漁業、休
閒方面的公共利益）

29. 從政府單位獲得契據，但很可能會被視為未獲得授權
或不合法，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0. 儘管貸款已經清償，但是由於有人購買了貸款的債

權，卻沒有獲得清償通知，因此無法正式交付產權，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1. 儘管貸款已經清償，但是由於債權人在財產交付登記
前破產，卻因為破產的債權問題，無法正式交付產
權，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2. 由於產權從前的貸款或抵押權由前任擁有人以詐欺
的方式取得，因此無法正式交付產權，所以對您造
成了損失

33. 由於產權從前的貸款或抵押權因為錯誤或誤解而解
除，引起了產權糾紛，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亡、失去自理能力或精神錯亂），所以對您造成了
損失

34. 由於附屬協議無效，造成附屬利益成為了主要利益，

20. 契據雖然有效，但是卻在授予人和被授予人死亡後

35. 雖然產權已經記錄，但是沒有正式檢索，所以還是能

才完成交易，或沒有獲得授予人的同意，所以對您
造成了損失

21. 受契據影響的房產宣稱是授予人獨有的財產，但實
際卻是夫妻共有或與他人共有的財產，所以對您造
成了損失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在土地資料裡搜尋到，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6. 房產因為聯邦稅或州稅務問題遭到抵押，但是沒有公
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37. 房產因為判決或配偶/孩童撫養而遭到抵押，但是沒
有公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成了損失

您造成了損失

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益，但是還沒有公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電管路、排水系統、航空權、景觀等），但是還沒有
公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沒有公佈，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45. 房產在稅務記錄上發生了錯誤（由於稅單寄給了錯誤
方，使得房產因為欠稅而被拍賣或將稅金記錄為其他
房產的稅金等）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成了損失

62. 契約沒有完成正確的記錄（在錯誤的郡、契約上有頁
面或內容遺失、或沒有交付必要的款項），所以對
您造成了損失

63. 契約的授予人宣稱從前一個擁有人的債權人手上透過
詐欺的方式取得了產權，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地賣或租給第三方，但是契約並沒有記錄，但是第三
方實際持有該土地，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65. 宣稱的法定期限權沒有記錄，並且在測量時沒有發
現，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46. 房產因為錯誤而解除了稅務或留置的抵押權，然後還

66. 實際的地役權（地底管道或下水道）與記錄上的地役

47. 房產因為稅務人員提供了錯誤的報告（與地方政府無

67. 對相關產權的土地作了修改，但侵犯了其他的土地，

48. 特別留置的房產因為法律或法規的通過而被抵押，但

68. 測量有誤（位置描述、土地面積大小、區域地役權、

被徵收稅金，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關），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是在被留置之前，沒有記錄通知或改善開始通知，所
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49. 房產因為銷售商的抵押權而遭受了索賠，所以對您
造成了損失

權不同，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地上物有誤），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69. 房產有承包商債權（為了確保向承包商和材料供應
上支付款項），但是沒有記錄通知，所以對您造成
了損失

50. 房產因為佔有留置權而遭受了索賠，所以對您造成

70. 因為聯邦或州遺產稅對房產進行抵押（可能沒有記錄

51. 房產因為古老文獻中有不清楚的契約或限制，所以對

71. 房產之前違反了土地細分製圖法，所以對您造成了

52. 房產因為遺囑、契約、其他文獻遭到了錯誤的判讀，

72. 房產之前違反了分區管理條例，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了損失

您造成了損失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3. 房產擁有人原先以為沒有遺囑，但是遺囑突然出現，
並且經過認證，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54. 房產因為在第一個遺囑經過認證後發現了第二個遺
囑，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通知），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損失

73. 房產之前違反了影響土地的使用情況、契據和限制，
所以對您造成了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