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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須知含投標專用信封請一併領取 

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 

投標須知 

一、本批代為標售土地之標示、面積、土地使用情形、他項權利設定、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情形、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如標售公告。 

二、標售標的一律按現狀標售，由投標人自行前往現場查勘，得否建築使用，應請自行依建築

法規評估；另有關代為標售土地之最新土地使用管制情形及地籍資料，請自行向都市計畫、

建築管理、地政等相關機關查詢，如有任何變動，應依該主管業務機關最新內容為準。 

三、受理投標期間及開標時間 

（一）受理投標期間：自民國 110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 時 30 分開啟信

箱時止。 

（二）開標時間及地點：於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準時假本市中山地

政大樓 4 樓視聽會議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8 號 4 樓)當眾開標，惟當天如因

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而經本府宣布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上午 10 時整

同地點開標，且不另行公告。 

四、投標資格及限制： 

（一）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及建物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得參加投標。 

（二）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 條至第 20 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69 條及相關規定之限制。 

（三）標售土地為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所規定之耕地，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

必須為該條例第 34 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

可者。 

五、投標書件： 

有意投標者，請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http://www.land.taichung.gov.tw）地籍清理

專區/代為標售資料下載投標單、投標信封及投標須知，或於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

日辦公時間，向本府地政局地籍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8 號 7 樓）免費領取，

或繕附收件人之B4規格信封書明詳細地址且貼足回郵郵票函索(請自行考

量郵寄作業時間，如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概不負責)。 

六、保證金之繳納： 

（一）投標人應按標售公告各標號之保證金金額，以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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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開立之劃線支票（指以上所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

支票（私人支票無效），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匯票繳納。 

（二）票據受款人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七、投標方式與手續： 

（一）以掛號郵遞投標為限，親送本府者恕不受理。 

（二）投標人應將填具之投標單，連同保證金票據及應附證明文件妥為密封，以掛號函件

於標售公告所定開啟信箱前寄達臺中民權路郵局第 83 號信箱，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

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三）投標人應填具投標單，並依下列事項辦理： 

1.投標單內必須載明標號、標的、投標金額及承諾事項；所載投標金額，應用中文大

寫（不得使用鉛筆及其他可擦拭之書寫工具），並不得低於標售總底價。倘有數筆土

地或建物合併為同一標號標售，應記明每筆土地或建物投標金額，且每筆土地或建

物之投標金額，均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2.自然人應註明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姓名、住址(得為通訊地址)、出生年月日及電話

號碼，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應註明護照號碼或居留證統一證號；並由投標人簽

章及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統一編號、代表人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並加蓋法人及代表

人印章及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投標人如為未成年人、受輔助宣告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應依民法相關規定辦理，並

另行檢附法定代理人、輔助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應於

投標時提出主管機關核准購買土地或建物之證明文件。 

6.投標人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應

於投標時依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主動在投標單內表明其身分關係。 

（四）每一投標單以填具一標號為限，投標信封應填明所投標號、投標人姓名、電話及住址，

並以內裝一投標單為限。 

（五）投標函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得標後僅得以投標人

為得標土地或建物之登記名義人。 

八、共同投標： 

（一）2 人以上共同投 1標時，應註明應有部分，否則即視為應有部分均等；並指定 1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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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送達代收人，代表共同投標人收受繳款通知等連繫事宜，未指定者，以標單之第

1人為共同送達代收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二）共同投標人眾多者，應另填附共同投標人名冊，粘貼於投標單後頁，於騎縫處加蓋共

同投標人印章。 

九、參觀開標： 

參觀開標人應遵守會場秩序。 

十、開標決標： 

（一）開標：由標售機關派員會同監標人員前往郵局開啟信箱，取回投標函件，於開標時當

眾點明拆封，並就各標號最高標價及次高標價進行審查，經審查有投標無效者，則按

標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人資格不符合本須知規定者。 

2.投標方式與手續不符合本須知規定者。 

3.投標單及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4.保證金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本須知規定或未書寫「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受款人者。 

5.投標之掛號函件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及決標者。 

6.投標單之格式與標售機關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7.投標金額未以中文大寫書寫、或經塗改挖補而未認章、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認、或未達

標售土地及建物總底價者。 

8.投標單除投標金額以外所填欄位內容經認定無法辨識，或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

而無法辨識，或印章與姓名不符或投標人漏未簽章者。 

9.投標單之投標人姓名、統一編號缺漏或與所附文件不符。  

10.投標單所填標號及土地建物標示與標售公告所附清冊之標號及土地建物標示不符者。 

11.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未

於投標時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購買土地或建物之證明文件。 

12.監護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財產者，未於投標時檢附法院許可購買土

地或建物之證明文件者。 

13.決標後經查得得標人之資格、投標方式或手續不符合本須知規定者，視為投標無效，

本府得逕為取消得標人資格。 

14.其他事項經監標人及主持人認為於法不合者。 

（三）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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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投標單之投標總金額最高者為得標人；投標總金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得標人及

次得標人；次高標價之投標人有相同情形者，比照辦理。 

2.數筆土地或建物合併為同一標號標售時，投標人未記明各筆土地、建物投標金額或其

記載各筆投標金額之合計數與其記載之總投標金額不符者，以其所載之總投標金額為

準；又投標人僅記載每筆土地、建物投標金額而漏記總投標金額者，由標售機關代為

核計其總投標金額。 

3.數筆土地或建物合併為同一標號標售時，投標人對各筆土地及建物之投標金額，均應

達標售底價，如投標人之總投標金額高於其他投標人，且達於標售總底價，但部分土

地或建物之投標金額未達標售底價，而不自行調整者，由標售機關按總投標金額及標

售底價價額比例調整之。 

十一、保證金之處理： 

（一）發還保證金： 

1.投標人所繳保證金，除保留得標人保證金以抵繳其部分價款外，其餘均於開標後當日

或翌日（以辦公時間內為準），由投標人持憑國民身分證、與投標單內相同之簽章，無

息領回。委託他人代領或法人指派人員領回時，應出具委託書（簽章應與投標單相同），

受託人並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兩人以上共同投標時，得出具委託書（簽章應與

投標單相同）委託其中一人代表領回；保證金票據未領回者，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2.申請優先購買人如已依本須知第十五點第六款規定，於期限內提起訴訟，致標售機關

於開標後 6個月內無法通知得標人繳納價款者，該得標人得申請解除標售契約，無息

退還保證金。 

（二）不予發還保證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不決標，其所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1.投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得標者。 

2.未按得標規定期限繳清（納）價款。 

3.依投標單所填投標人地址寄送通知書無法送達。 

十二、繳款方式： 

得標人或次得標人得標後應繳納之價款，應自接到標售機關繳款通知日起 30 日內至指定

經收銀行一次繳清。得標人或次得標人均未於期限內繳清價款，由標售機關通知次高標

價投標人按最高標價承購，並依上開方式繳款，如次高標價投標人不願承購者，由標售

機關另依規定處理。 

十三、點交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書： 

（一）標售之土地及建物一律按現狀辦理書面點交，如有原使用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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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含地上、地下)及建物實際情形，與一切應辦手續，概由得標人自理，標售機關不負

任何瑕疵擔保責任。 

（二）得標人於繳清全部價款 15 日內，由標售機關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並書面點交予得標人，

其於取得該證明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須依土地法第 72 條、第 73 條規定向土地所在地

政事務所辦理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其所需費用(如登記規費或逾期申請登記衍

生之登記罰鍰等)概由得標人負擔。 

（三）標售土地及建物，除其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及產權移轉證明書填發日當月(含當月)前

應繳納之地價稅與房屋稅，由標售機關自標售價金代為扣繳外，其餘稅費(如契稅、工

程受益費、重劃工程費用、差額地價等、產權移轉證明書填發日次月起之地價稅、房屋

稅等），概由得標人負擔。 

（四）標售土地及建物倘有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及房屋稅以外之其他欠繳費用（如工程受益

費、重劃工程費用或差額地價等），應由得標人負擔並俟繳清相關費用後，再行發給產

權移轉證明書。 

（五）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及第 81 條之 2 規定，權利人或地政士應於至地政事務所申

辦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時，一併送交申報書臨櫃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前

開申報書除以手寫方式填寫外，得透過網際網路方式至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

統-不動產時價登錄」系統(https://clir.land.moi.gov.tw/cap/)登打列印。 

十四、土地面積增減找補原則： 

（一）公告標售土地面積如與實際土地面積不符，得標人得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6 個月內，

向登記機關申請複丈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計算差額地價辦理多退

少補（不計算利息），逾期不予受理；申請複丈相關費用由得標人自負。 

（二）公告標售土地於開標前經地籍圖重測，致重測後面積與公告面積有增減者，標售機關將

依重測後面積計算決標金額通知得標人繳交價款；該決標金額係按得標金額除以重測前

面積乘以重測後面積，得標人不得異議。惟倘開標後標售土地始辦理重測者，不得因面

積增減申請多退少補差額地價。 

十五、優先購買權之主張及處理： 

（一）決標後之決標金額將揭示於本府公告（佈）欄、本府地政局公告（佈）欄及網站 10 日，

符合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應以同一條件(即有效投標單之投標總金額最高者)，於決標

後 10 日內預繳相當於保證金之價款，並檢附下列文件，以書面向標售機關申請承買(如

以郵寄送件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未依規定期限內以書面申請者，視為放

棄優先購買權。若無決標金額，無從准予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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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分證明文件。 

2.預繳相當於保證金價款之證明文件。 

3.申請人為土地占有人者，並應檢附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4.申請人為地上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之繼承人者，並應檢

附記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但戶籍

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5.申請人為基地或耕地承租人者，並應檢附租賃契約書或經法院判決租賃關係存在之

確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其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者，並應檢附鄉（鎮、市、

區）公所出具之租約登記資料。 

6.其他經中央地政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二）優先購買權人及優先順序如下： 

1.地上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 

2.基地或耕地承租人。 

3.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倘由共有人之一得標買受者，其他共有人應不得主張優先購買。 

4.地籍清理條例施行前已占有達 10 年以上，至標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 

（三）同一順序優先購買權人有 2人以上申請優先購買時，由標售機關通知申請人先行協議，

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0 日內提出全體申請人購買權利範圍協議書；無法達成協議者，

由標售機關依下列原則計算其優先購買權利範圍及應繳價款： 

1.本須知第十五點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按各申請人土地權利

面積與全體申請人土地權利總面積之比例計算。 

2.本須知第十五點第二款第四目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按各申請人占有土地面積與全

體申請人占有土地總面積之比例計算。 

（四）依前款計算之優先購買權利範圍及應繳價款，部分優先購買權人拒絕接受者，其優先購

買權利範圍由標售機關按其餘優先購買權人之土地權利面積比例併入計算。 

（五）經標售機關審查符合優先購買權資格者，優先購買權人應自接到標售機關繳款通知日

起 30 日內至指定經收銀行一次繳清，如有本須知第十一點第二款規定情形者，已繳納

之價款不予發還。 

（六）經標售機關審查應予補正者，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應於接到標售機關通知之翌日起 10

日內補正，又標售機關經審查無法認定有優先購買權時，應通知主張優先購買人限期

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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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優先購買權之資格及條件之申請，經標售機關審定不符者，由標售機關通知優先購買權

之申請者憑國民身分證及申請書相同之簽章無息領回保證金。委託他人代領或法人指

派人員領回時，應出具委託書（簽章應與申請書相同），受託人並應攜帶國民身分證、

印章。保證金逾期未領回者，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八）得標人如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先購買權之存否有爭執者，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

法院審理，並同時將訴請法院審理之訴狀繕本送本府。 

(九)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或得標人已提起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或不存在訴訟並通知本府者，本

府將俟該確認判決之訴判決確定後，再通知勝訴一方繳納價款，並於繳清價款後發給

產權移轉證明書。 

(十)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於得標人提起確認之訴時，已繳足價款者，本府將通知其無息領回決

標價款扣除保證金後之價款，並依確定判決辦理。得標人於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提起確

認之訴時，已繳足價款者，亦同。 

十六、停止開標： 

開標前有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1 條停止標售、第 22 條暫緩標售

或其他特殊原因致情況變動等情形時，公布於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請自行查詢，開標當場並由主持人宣佈停止開標，

標封原件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七、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保留外，應視為要約。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地籍清理條例」、「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地籍清

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及內政部相關函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請投標人詳讀本投標須知，除可歸責於標售機關作業疏失之責任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事

先要求標單作廢。 

二十、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路、水道、溝渠等使用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且在尚未依規定

廢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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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

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01 南屯區 鎮安段 364 700.00 農業區 1/1 聖母會 

10902-02 神岡區 大洲段 1153 3.00 農業區 1/1 祖師會 

10902-03 潭子區 興龍段 56 365.07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2/216 林瑞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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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 

(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20,955,690 20,955,690 2,096,000 

1.第 2 次標售。 
2.有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及果樹
等，概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7,000 27,000 3,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現作道路通行使用，概
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52,935 52,935 6,000 

1.第 2 次標售，地籍圖重
測前為聚興段 1地號。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土地部分似做道路、河
道使用，且有樹木、圍籬
及植栽等，概由得標人
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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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04 潭子區 興龍段 59 115.49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2/216 林瑞騰 

10902-05 潭子區 興龍段 57 137.22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2/216 林瑞騰 

10902-06 潭子區 興龍段 182 642.73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4/216 林煥 

10902-07 潭子區 聚興段 773 129.0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4/216 林煥 

12/216 林瑞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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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16,746  16,746  2,000  

1.第 2 次標售，地籍圖重
測前為聚興段 2地號。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草木叢生，無法通視及
到達，概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19,897 19,897 2,000 

1.第 2 次標售，地籍圖重
測前為聚興段 3-2 地
號。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地上似為步道及河道
等，概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31,065 31,065 4,000 

1.第 2 次標售，地籍圖重
測前為聚興段 771 地
號。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位於道路下方，未直接
臨路，地上有竹木等，概
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6,665 

26,660 3,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地上有竹木等，概由得
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9,995 

  



12 
 

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10902-08 潭子區 興龍段 212 153.1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4/216 林煥 

12/216 林瑞騰 

10902-09 潭子區 聚興段 775 533.0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4/216 林煥 

12/216 林瑞騰 

10902-10 清水區 下湳段 93 1111.23 農業區 1/1 文祠古鰲社 

10902-11 沙鹿區 美仁段 838 10.12 第三種商業區 1/1 福德正神 

10902-12 沙鹿區 美仁段 840 125.68 第三種商業區 1/1 福德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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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7,400  

29,600 3,000 

1.第 2 次標售，地籍圖重
測前為聚興段 773-2 地
號。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位於道路下方，未直接
臨路，地上有竹木等，概
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2,200  

無 無 25,762  

103,047 11,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大部分土地位於圍牆內
無法通視，概由得標人
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77,285  

無 無 8,550,915 8,550,915 856,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地上似有土角厝、磚造、
水泥、鐵皮等類型建物
及部分做道路等使用，
概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799,682 799,682 80,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地上有鐵捲門車庫，概
由得標人自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2,204,785 12,204,785 1,221,000 

1.第 2 次標售。 
2.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3.地上有宮廟及部分似有
建物等，概由得標人自
理。 

4.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14 
 

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13 西屯區 西屯段 3056 458.00 
第三種 

住宅區 

126/42746 廖家錫 

186/42746 廖金枝 

10902-14 西屯區 協仁段 108 10338.95 農業區 3/1260 賴明河 

10902-15 西屯區 協仁段 194 393.89  農業區 

21/1260 賴老屘 

3/1260 賴明河 

10902-16 豐原區 鎮宮段 740 132.79  農業區 1/1 福德祠 

10902-17 神岡區 三角西段 229 189.13  農業區 1/1 徐智 

10902-18 神岡區 前寮段 756 78.00  農業區 1/2 廖炳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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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189,492 

468,496 47,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及停車場等，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貌為界，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79,004 

無 無 1,235,630 1,235,630 124,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宗祠及宮廟
等，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     貌
為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17,340 

248,414 25,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雜草、雜木等，概
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貌為界，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31,074 

無 無 1,772,371 1,772,371 178,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廟等，概由得標人
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貌為界，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044,691 2,044,691 205,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雜木林、似有墳
墓等，無法通視及到達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果為
準)，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貌為界，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行前往勘查。 

無 無 487,500 487,500 49,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現作道路使用，概由得標
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現
場圍籬、地形、地貌為界，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者，
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且
在尚未依規定廢道、改道
或仍具排水功能前，不得
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
役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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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19 后里區 文德 566 76.91  住宅區 1/1 福德祠 

10902-20 大甲區 臨江段 1060 72.71  住宅區 2/16 李吳柿 

10902-21 大甲區 九張段 570 2,043.77  
特定農業區

/ 農牧用地 
1/1 劉 蚶 

10902-22 大甲區 九張段 867 286.80  
特定農業區

/ 農牧用地 
1/1 福德神 

10902-23 大甲區 劍井段 780 10.50  

保護區 

 (鐵砧山風

景特定區) 

1/1 梁 塗 

10902-24 外埔區 二崁段 692 142.74  
特定農業區

/ 殯葬用地 

1/3 陳 賜 

1/3 陳 番 

  



17 
 

 
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2,576,485 2,576,485 258,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現作道路使用，概由得
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290,840 290,840 3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臨路，上有樹木、盆栽並
似有建物等(實際位置
以複丈結果為準)，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4,496,294 4,496,294 45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等，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630,960 630,960 64,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無法到達(實際
位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地上有農作物等，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9,450 9,450 1,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雜草及雜木，無
法通視及到達(實際位
置以複丈結果為準)，概
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47,498 

294,996 3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為墳墓，概由得標
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4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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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25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1 1,607.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0902-26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4 747.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0902-27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5 399.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0902-28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6 2,836.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0902-29 清水區 
田寮段 

橋頭小段 
107-1 920.00  

第四種住宅

區 
1/1 王淑済 

10902-30 清水區 鰲峰段 293 197.00  
第三種商業

區 
1/1 亡張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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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8,195,700 8,195,700 82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及小部分
似有建物等(實際位置
以複丈結果為準)，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867,500 1,867,500 187,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等(實際
位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997,500 997,500 10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等(實際
位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7,090,000 7,090,000 709,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須經田埂到達，
地上有農作物等(實際
位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1,452,585 21,452,585 2,146,000 

1.有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勢較路面略
低，地上有農作物等(實
際位置以複丈結果為
準)，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1,754,858 11,754,858 1,176,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上有建物(實
際位置以複丈結果為
準)，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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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31 清水區 高北段 1181 920.21  農業區 1/1 卓碧 

10902-32 清水區 高北段 1187 572.01  農業區 1/1 卓碧 

10902-33 沙鹿區 公館北段 139 339.16  第二種住宅區 

1/3 張達錦 

1/3    張  

1/3 張松麟 

10902-34 

梧棲區 西建段 43 11.00  第四種住宅區 1/1 蔡圓 

梧棲區 西建段 44 7.00  第四種住宅區 1/1 蔡圓 

10902-35 梧棲區 西建段 354 94.00  第四種住宅區 1/1 林明堂 

10902-36 東勢區 福興段 599 331.42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1/3 張阿火 

1/3 亡 廖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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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1,564,357 1,564,357 157,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臨路，雜草叢生，無法通
視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
果為準)，概由得標人自
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980,514 980,514 99,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內似有多座墳
墓，無法通視及到達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果
為準)，概由得標人自
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蔡育朋 地上權 5,115,551 

15,346,653 1,535,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圍牆、建物、菜園
等，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蔡育朋 地上權 5,115,551 

蔡育朋 地上權 5,115,551 

無 無 302,649 

495,244 5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概由得標
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92,595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概由得標
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791,800 2,791,800 28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等，概由得
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215,207 

2,430,414 244,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建物、菜園等，概
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21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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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37 東勢區 石壁坑段 285 2,895.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金山堂 

10902-38 東勢區 石壁坑段 286 383.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金山堂 

10902-39 東勢區 復興段 1095 39.36  住宅區 1/1 寺廟太子廟 

10902-40 新社區 
七分段 

水井子小段 
62 2,638.00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1/2 高阿全 

1/2 謝青番 

10902-41 石岡區 新國校段 170 143.0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古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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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5,294,955 5,294,955 530,000 

1.有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農作物、墳墓等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果
為準)，地勢較路面低，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700,507 700,507 71,000 

1.有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 地上有農作物、墳墓等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果
為準)，地勢較路面低，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574,400 1,574,400 158,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作巷道使用(實際位置
以複丈結果為準)，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10,558,014 

21,116,028 2,112,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地上有圍牆、建物、草
坪、果樹等(實際位置以
複丈結果為準)，概由得
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0,558,014 

無 無 373,462 373,462 38,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上有墳墓等
(實際位置以複丈結果
為準)，概由得標人自
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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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42 潭子區 潭陽段 674 97.42  
第一之二種住

宅區 
1/1 張德 

10902-43 潭子區 東寶二段 1281 665.14  農業區 18/90 陳鎮 

10902-44 潭子區 潭秀段 285 119.57  
第一之二種住

宅區 
1/1 簡火 

10902-45 大肚區 福利段 801 30.65  住宅區 

1/5 趙習傳 

1/5 趙金本 

1/5 趙立意 

1/5 趙君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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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5,945,815 5,945,815 595,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上有建物等，
無法通視及到達 (實際
位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13,036,744 13,036,744 1,304,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臨路，地上有宮廟、金
爐、樹木及道路等，概由
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5,683,496 5,683,496 569,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上有建物等，
概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無 無 216,389 

865,556 87,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現作道路使用(實際位
置以複丈結果為準)，概
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216,389 

無 無 216,389 

無 無 21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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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09 年度第 2 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清冊 
代為標售不動產之標示、權利範圍、原登記名義人、他項權利情形、標售底價、標售總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土地標示 

權利範圍 原登記名義人 
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0902-46 大肚區 文昌段 1745 88.00  農業區 8/72 謝心婦 

10902-47 龍井區 
龍目井段 

水裡社小段 
431 1,111.00  保護區 1/1 何天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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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為標售案相關資料可至本府地政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查詢 

他項權利情形 

標售底價(元) 
標售總底價

(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他項權利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種類 

無 無 84,089 84,089 9,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現作道路使用(實際位
置以複丈結果為準)，概
由得標人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 點：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
路、水道、溝渠等使用
者，得標人應維持其使
用，且在尚未依規定廢
道、改道或仍具排水功
能前，不得妨礙他人對
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
使。」。 

無 無 3,999,600 3,999,600 400,000 

1.無耕地 375 租約註記。 
2.未臨路，地上有墳墓、雜
草叢生等，無法通視及
到達(實際位置以複丈
結果為準)，概由得標人
自理。 

3.一律按現況標售，不以
現場圍籬、地形、地貌為
界，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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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01 標 第 10902-02 標 

土地座落：南屯區鎮安段 364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神岡區大洲段 1153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03 標 第 10902-04 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興龍段 56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興龍段 59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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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05 標 第 10902-06 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興龍段 57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興龍段 182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07 標 第 10902-08 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聚興段 773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興龍段 212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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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09 標 第 10902-10 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聚興段 775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下湳段 93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11 標 第 10902-12 標 

土地座落：沙鹿區美仁段 838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沙鹿區美仁段 840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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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13 標 第 10902-14 標 

土地座落：西屯區西屯段 3056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西屯區協仁段 108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15 標 第 10902-16 標 

土地座落：西屯區協仁段 194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豐原區鎮宮段 740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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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17 標 第 10902-18 標 

土地座落：神岡區三角西段 229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神岡區前寮段 756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19 標 第 10902-20 標 

土地座落：后里區文德段 566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甲區臨江段 1060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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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21 標 第 10902-22 標 

土地座落：大甲區九張段 570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甲區九張段 867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23 標 第 10902-24 標 

土地座落：大甲區劍井段 780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外埔區二崁段 692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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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25 標 第 10902-26 標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1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4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27 標 第 10902-28 標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5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6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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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29 標 第 10902-30 標 

土地座落：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 107-1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鰲峰段 293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31 標 第 10902-32 標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北段 1181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北段 1187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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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33 標 第 10902-34 標 

土地座落：沙鹿區公館北段 139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梧棲區西建段 43、44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35 標 第 10902-36 標 

土地座落：梧棲區西建段 354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東勢區福興段 599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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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37 標 第 10902-38 標 

土地座落：東勢區石壁坑段 285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東勢區石壁坑段 286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39 標 第 10902-40 標 

土地座落：東勢區復興段 1095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新社區七分段水井子小段 62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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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41 標 第 10902-42 標 

土地座落：石岡區新國校段 170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潭陽段 674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43 標 第 10902-44 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東寶二段 1281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潭秀段 285 地號 

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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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資料非屬標售公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投標人應依地政機關核發資料自行查看相

關位置，不得以本位置圖記載有誤而要求損害賠償或解除買賣契約退還保證金。 

第 10902-45 標 第 10902-46 

土地座落：大肚區福利段 801 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肚區文昌段 1745 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0902-47 標 

 

土地座落：龍井區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 431 地號 

位置略圖 

 



 

 

 

  



 

 

 

 

 

 

 

 

 

 

 

 

 

 

 

 

 

 

 

 

 



 

 


 

共同投標人名冊 

(單一投標人免附) 

(2 人以上投標人，應填具本名冊，黏貼於投標單背面，於騎縫處加蓋全體（共同）投標人印章) 

姓名 簽 章 權利範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人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投標前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單請裝入專用信封投遞  
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投標單 

標 號 第 10902-    標 

投標人 
（備註一） 

（1）姓名  

 
（2）簽章  

（3）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4）身分證

統一編號 
 

（5）聯絡電話

及住址 

電話： 

住址： 

 
※投標人就本投標案，□是□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如是，其身分關係為：                                      

代理人

（無代理

人免填） 

（6）姓名  （7）簽章  
（8）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9）身分證

統一編號 
 

（10）聯絡電話

及 住 址 

電話： 

住址： 

（11）指定或共同送達

代收人 
 

（12）共同投標者各人權利範圍詳共同投標人名冊。 

      (備註二) 

(13)標號標的 (14)標的投標金額 

土地 

臺中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臺中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15)總投標 
    金額 

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投標金額請以中文：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16）承諾 

事項 

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悉願依照標售公告及投

標須知辦理。如有代理人，則同意委託代理人辦理前揭土地（建

物）標購及繳款、領證、退款、領回保證金支票等一切事宜。 

簽章 

(17) 附件 附保證金票據乙紙【號碼                     審查以檢附票據為準】 

(18)領回保證  

金票據簽章 
 領回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投標人如為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統一編號、代表人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並加蓋法人及代表

人印章及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投標人如為未成年人、受輔助宣
告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應依民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另行檢附法定代理人、輔助人或監護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 

二、共同投標人有 2 人以上者，除填寫本投標單外，應另附共同投標人名冊，並詳列（1）（2）（3）（4）
（5）各欄身分資料，加蓋印章，並註明各人應有部分之比例。 

 三、以上各欄除（11）（12）欄無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及（6）（7）（8）（9）（10）無代理人時免填
外，均請詳細確實填列，否則以無效標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