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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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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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依規定容許使用項目或目的管制。 

三、受理投標期間及開標時間 

（一）受理投標期間：自民國 110年 8月 12日起至 110 年 8 月 27日上午 9 時 30 分止。 

（二）開標時間及地點：於民國 110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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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地籍清理專區/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地籍清理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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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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標售公告所定受理投標期間前寄達臺中民權路郵局第 83 號信箱，逾期寄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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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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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後已繳納之價款不予發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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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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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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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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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實價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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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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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優先購買權。若無決標金額，無從准予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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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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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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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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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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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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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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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2 神岡區 三角西段 229 189.13  農業區 1/1 徐智 

11001-03 神岡區 前寮段 756 78.00  農業區 1/2 廖炳昆 

11001-04 后里區 文德 566 76.91  住宅區 1/1 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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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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43 

421,647 43,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建物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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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04 

無 無 1,840,222 1,840,222 185,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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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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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750 438,750 44,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現作道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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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837 2,318,837 232,000 

1.第 1 次標售時得標人放
棄得標，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現作道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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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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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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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5 大甲區 臨江段 1060 72.71  住宅區 2/16 李吳柿 

11001-06 大甲區 九張段 867 286.8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福德神 

11001-07 大甲區 劍井段 780 10.50  

保護區 

 (鐵砧山風

景特定區) 

1/1 梁 塗 

1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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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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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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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56 261,756 27,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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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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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64 567,864 57,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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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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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5 8,505 85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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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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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48 

265,496 27,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為墳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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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48 

無 無 19,307,327 19,307,327 1,931,000 

1.第 2次標售。 
2.有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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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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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9,372 10,579,372 1,058,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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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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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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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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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1 清水區 高北段 1181 920.21  農業區 1/1 卓碧 

11001-12 清水區 高北段 1187 572.01  農業區 1/1 卓碧 

11001-13 沙鹿區 公館北段 139 339.16  第二種住宅區 

1/3 張達錦 

1/3  

1/3 張松麟 

1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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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5 梧棲區 西建段 354 94.00  第四種住宅區 1/1 林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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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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921 1,407,921 141,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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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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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463 882,463 89,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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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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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育朋 地上權 4,603,996 

13,811,988 1,382,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圍牆、建物、菜
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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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育朋 地上權 4,603,996 

蔡育朋 地上權 4,603,996 

無 無 272,384 

445,720 45,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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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36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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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620 2,512,620 252,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建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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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14 

 

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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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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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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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8 東勢區 石壁坑段 286 383.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金山堂 

11001-19 東勢區 復興段 1095 39.36  住宅區 1/1 寺廟太子廟 

11001-20 潭子區 潭陽段 674 97.42  
第一之二種住

宅區 
1/1 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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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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686 

2,187,372 219,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地上有建物、菜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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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686 

無 無 4,765,460 4,765,460 477,000 

1.第 2次標售。 
2.有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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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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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456 630,456 64,000 

1.第 2次標售。 
2.有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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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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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960 1,416,960 142,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作巷道使用(實際位置
以複丈結果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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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1,234 5,351,234 536,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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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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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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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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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1 潭子區 東寶二段 1281 665.14  農業區 18/90 陳鎮 

11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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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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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3,070 11,733,070 1,174,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臨路，地上有宮廟、金
爐、樹木及道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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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50 

779,000 78,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現作道路使用(實際位
置以複丈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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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50 

無 無 194,750 

無 無 194,750 

無 無 3,599,640 3,599,640 360,000 

1.第 2次標售。 
2.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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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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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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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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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4 南屯區 新富段 387 903.94 
第一之 C種住

宅區 
1/169 劉進火 

11001-25 南屯區 新富段 388 41.07 
第一之 B種住

宅區 
1/169 劉進火 

11001-26 豐原區 五汴段 289 39.69 第四種商業區 1/1 關聖帝君祀 

11001-27 豐原區 五汴段 292 6.12 第四種商業區 1/1 關聖帝君祀 

11001-28 豐原區 五汴段 318 405.50 
第一之一種住

宅區 
1/1 關聖帝君祀 

11001-29 豐原區 五汴段 332 162.14 
第一之一種住

宅區 
1/1 關聖帝君祀 

11001-30 新社區 
七分段十分

小段 
12 2,803.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1 普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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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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516  1,070,516  108,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舖有水泥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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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52  28,452  3,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舖有水泥、堆置物
品及圍籬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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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857  6,163,857  6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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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800  856,800  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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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2,500  54,742,500  5,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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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5,400  17,835,400  1,784,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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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6,600  6,166,600  617,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廟祀、樹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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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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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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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31 新社區 
七分段十分

小段 
78 3,118.00 

一般農業區/林

業用地 
1/1 普渡會 

11001-32 新社區 
七分段水井

子小段 
52 223.00 

鄉村區/乙種建

築用地 
1/1 林大妹 

11001-33 新社區 
大南段番社

嶺小段 
41-1 291.00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3 朱 楊 

11001-34 烏日區 便行段 572 1,197.33 農業區 1/1 

臺灣紡織股

份有限公司

烏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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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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400  5,612,400  562,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道路、公車亭、
雜木及似有墳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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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117  2,610,117  262,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供通行道路、雜
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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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00  184,300  19,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無法通視
地上似有雜木及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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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2,398  15,692,398  1,570,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廟、房屋、樹木、
通行道路及農作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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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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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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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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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35 霧峰區 吉峰段 766 74.42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1/1 福德祠 

11001-36 霧峰區 峰西段 728 113.00 商業區 1/1 福德祠 

11001-37 大甲區 九張段 627 98.67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1/1 福德爺 

11001-38 大甲區 奉化段 295 92.59 
鄉村區/ 

遊憩用地 
1/1 福德正神 

11001-39 沙鹿區 福至段 439 33.08 保護區 1/1 梁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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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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043  4,280,043  429,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道路及房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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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1,876  11,531,876  1,154,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地上有房
屋及金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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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577  1,292,577  130,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房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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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800  1,851,800  186,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道路、福德祠、
金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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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18  110,818  12,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無法辨識
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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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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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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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0 沙鹿區 福至段 467 0.66 第二種住宅區 1/1 梁番江 

11001-41 沙鹿區 福至段 674 1,009.00 保護區 1/1 梁番江 

11001-42 沙鹿區 福至段 691 1,618.43 保護區 1/1 梁番江 

11001-43 沙鹿區 福成段 536 132.07 第二種住宅區 

 1/3 張虎 

 1/3 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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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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4  20,724  3,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無法辨識
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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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150  3,380,150  339,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有供通行道路、
雜草及雜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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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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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4,505  5,664,505  567,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無法辨識
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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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561  

3,521,122  353,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有道路及房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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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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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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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4 沙鹿區 鹿寮東段 228 605.53 第四種住宅區 

1/2 陳萬守 

1/2 陳和世 

11001-45 清水區 朝天段 664 117.72 農業區 1/1 黃培鈴 

11001-46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 499.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1001-47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2 1,370.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1001-48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3 1,531.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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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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8,124 

34,156,248 3,416,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有通行道路、溝
渠、車棚、牌樓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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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8,124 

無 無 1,183,086 1,183,086 119,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為通行道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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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9,200 5,389,200 539,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為房屋及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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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9,000 14,659,000 1,466,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為房屋及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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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7,200 17,147,200 1,715,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為房屋及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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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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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中市政府代為標售 110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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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9 清水區 高美段 1791-7 814.00 農業區 1/1 李開河 

11001-50 大肚區 大東段 171 124.97 住宅區 1/1 劉黨 

11001-51 大肚區 仁德段 913 402.38 農業區 1/1 趙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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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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2,600  8,872,600  888,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似為房屋及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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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9,124  3,649,124  365,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地上舖有水泥、水塔、
鐵皮頂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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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539  3,641,539  365,000  

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2.未直接臨路，地上似有
圍籬、菜園及水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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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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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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1 標 第 11001-02 標 

土地座落：西屯區西屯段 3056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神岡區三角西段 229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03 標 第 11001-04 標 

土地座落：神岡區前寮段 756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后里區文德段 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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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5 標 第 11001-06 標 

土地座落：大甲區臨江段 1060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甲區九張段 867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07 標 第 1100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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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9 標 第 110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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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1 標 第 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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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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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 標 第 1100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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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5 標 第 1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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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7 標 第 1100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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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9 標 第 11001-20 標 

土地座落：東勢區復興段 1095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潭子區潭陽段 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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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1 標 第 11001-22標 

土地座落：潭子區東寶二段 1281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肚區福利段 801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23 標 第 11001-24 標 

土地座落：龍井區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 431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南屯區新富段 387地號  

位置略圖 

 

 

南屯區新富段
387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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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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5 標 第 11001-26標 

土地座落：南屯區新富段 388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豐原區五汴段 289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27 標 第 11001-28 標 

土地座落：豐原區五汴段 292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豐原區五汴段 318地號 

位置略圖 

 

 

南屯區新富段
388 地號 

豐原區五汴段
289 地號 

豐原區五汴段
292 地號 

豐原區五汴段
318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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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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9 標 第 11001-30標 

土地座落：豐原區五汴段 332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新社區七分段十分小段 12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31 標 第 11001-32 標 

土地座落：新社區七分段十分小段 78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新社區七分段水井子小段 52地號 

位置略圖 

 

 

  

新社區七分段十分
小段 78 地號 

新社區七分段水井子
小段 52 地號 

豐原區五汴段
332 地號 

新社區七分段十分
小段 1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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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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33 標 第 11001-34標 

土地座落：新社區大南段番社嶺小段 41-1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烏日區便行段 572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35 標 第 11001-36 標 

土地座落：霧峰區吉峰段 766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霧峰區峰西段 728地號 

位置略圖 

 

 

 

霧峰區吉峰段
766 地號 

霧峰區峰西段
728 地號 

新社區大南段番社嶺
小段 41-1 地號 

烏日區便行段
57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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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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37 標 第 11001-38標 

土地座落：大甲區九張段 627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甲區奉化段 295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39 標 第 11001-40 標 

土地座落：沙鹿區福至段 439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沙鹿區福至段 467地號 

位置略圖 

 

 

 

沙鹿區福至段
439 地號 

沙鹿區福至段
467 地號 

大甲區九張段
627 地號 

大甲區奉化段
295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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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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1 標 第 11001-42標 

土地座落：沙鹿區福至段 674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沙鹿區福至段 691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43 標 第 11001-44 標 

土地座落：沙鹿區福成段 536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沙鹿區鹿寮東段 228地號 

位置略圖 

 

 

沙鹿區福成段
536 地號 

沙鹿區鹿寮東段
228 地號 

沙鹿區福至段
674 地號 

沙鹿區福至段
69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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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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5標 第 11001-46 

土地座落：清水區朝天段 664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47標 第 11001-48標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2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3地號 

位置略圖 

 

清水區高美段
1791 地號 

清水區朝天段
664 地號 

清水區高美段
1791-2 地號 

清水區高美段
1791-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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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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49標 第 11001-50 

土地座落：清水區高美段 1791-7地號 

位置略圖 

 

土地座落：大肚區大東段 171地號 

位置略圖 

 

第 11001-51標  

土地座落：大肚區仁德段 913地號 

位置略圖 

 

 

大肚區仁德段
913 地號 

清水區高美段
1791-7 地號 

大肚區大東段
17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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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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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