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 
 

 

投標日期：108年5月13日~108年5月28日上午9時前 

開標日期：108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開標地點：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4樓視聽會議室  

 

有關各項投標事宜請洽本府地政局查詢專線：04-22170619  蕭小姐 

網址：https://www.land.taichung.gov.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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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配餘地投標須知

一、投標資格：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購置不動產權利之公私法人及

自然人均可參加投標（未成年人標購土地應由法定代理人依法繳納贈與稅）。 

二、投標書類：具有投標資格者，均可於本局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1日止，於辦

公時間內向本局免費領取投標單、投標專用信封及投標須知（函索者，請繕附

收件人信封書明詳細住址並貼足郵票）。 

三、保證金：投標人應按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清冊內各標號所列保證金金額繳納。 

四、投標方式與手續： 

(一)填寫投標單： 

1.投標人應寫填投標單，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外，如係2人以上共同投1

標的者，投標單上應註明應有部分，否則視為應有部分均等，未指定代表人

者，以標單之第一名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2.投標人應於投標單上以墨筆或鋼筆或原子筆填寫投標標的物、並於投標單上

書明投標標號、土地標示、「投標總金額」、保證金金額（金額用中文大

寫）及投標人姓名（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應填載法定代理人並蓋章）、出生

年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共同投標人眾多，應另填附

共同投標人名冊，粘貼投標單後頁並於騎縫處加蓋共同投標人印章。如有法

人投標者，應填明法人名稱、登記文件字號、法定代理人姓名。 

(二)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郵

局、農會或漁會開立受款人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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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2標以上者，各標應分別填寫投標單及分別繳付保證金，不得併填1張標

單，並應1標1信封。 

(四)投標函件以掛號郵寄為限，應於開標日上午9時信箱開啓前為止，寄達「臺

中民權路郵局第83號信箱」，並以落地郵戳為憑（於公告之日起至投標日期

前寄達者亦得受理），親送出售機關者不予受理，逾信箱開啓時間寄達者無

效，原件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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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改內容。 

五、開標決標： 

(一)依本局標售公告所訂之日期、時間，由本局有關單位派員自開標場所前往郵

局取回郵遞之投標函件至開標場所，先行驗明妥封無損後，當場當眾開標。 

(二)決標以各該標售土地所投標價，在標售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為得標（如1筆

土地僅1人投標，其標價與底價相同者亦為得標），如最高標價有2標以上金

額相同時，當場由監標人當眾抽籤決定其中之一為得標。 

(三)倘開標日因故停止上班，則開標作業順延至次一上班日同一時間辦理，本局 

不另行通知。 

六、參觀開標：於標售公告所訂開標日期、時間，得自由進入參觀開標及聽取決

標報告。 

七、投標作廢：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投標作廢，原件退還： 

(一)不合本須知第一點之投標資格者。 

(二)郵遞投標之掛號函內有投標單而未附保證金者，或僅有保證金而無投標單者

(當場不得補繳)。 

(三)所附保證金票據不合規定或金額不足或未書寫「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受款 

人者。 

(四)投標之掛號函件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資影響開標決標者。 

(五)投標之掛號函件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之處所，或親送開標場所者。 

(六)填用非本局當次發給之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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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標單不按規定內容填寫，或加註附帶條件，或所填內容錯誤或模糊不明或

塗改處未蓋章或所蓋印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漏蓋章或印章與姓名不符者。 

(八)投標之掛號函件，逾規定寄達之時間者。 

(九)同一標封內附入兩標以上之投標單或每一投標單填寫購買標的物超過1筆

者。 

(十)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標人認為依法不合者。 

(十一)前項各款，如於決標後始發現者仍作廢，該作廢投標單如係最高標者，得

以投次高標者遞補。 

八、沒收保證金：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繳保證金不發還，予以沒收： 

(一)得標後不按得標通知規定期限繳納價款者，或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二)得標繳款通知單以投標單所填住址寄發，經通知拒收或通知不到，經郵局2

次退回，視為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九、發還保證金： 

投標人所繳保證金除有第八點各款情事不予發還者及得標人之保證金保留抵繳

價款外，其餘均於開標後當日或翌日（以辦公時間內為準）憑投標人國民身分

證、 投標人原用印章及投寄投標單之掛號郵件執據無息發還，如係委託他人

代領或法人指派人員領取，應出具委託書、受託人及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印

章及其他證明文件等；保證金票據未當場領回者，由本局依公文處理程序發

還。 

十、地價款繳納辦法：繳款方式為3個月免息分期付款。 

(一)得標人自得標之日起，1個月內連同保證金，繳足得標總價款40％，逾期不

繳納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其所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二)其餘得標總價款60％，按月攤繳30％，全部價款於得標之日起3個月內繳

清，如不按期限繳納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其已繳保證金概不發還（攤繳期

間不計 算利息），該筆土地重新公告標售。 

十一、得標人繳清價款後照現狀點交標的物並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得標人依規定 

於1個月內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費用均由得標人負擔。 

 十二、土地使用現況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前往現地勘查，凡照現況標售之土地如有原

使用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局要求任何補

償，且得標人應於得標之日起，負擔承購標的之賦稅及工程受益費。 

十三、標售之土地如為營建廢棄物掩埋區，既有廢棄物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清理，不得

向本局請求任何補償或負擔清理費用。未完成清理前如再移轉予第三人時，得標

人應善盡告知義務。各宗土地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詳標售清冊，廢棄物種類、預

估數量僅供參考，得標人不得以實際種類、數量與預估內容不符為由向本局要求

任何補償。 

十四、標售之土地於標售後，其面積如有不符，應以地政機關實際測量登記面積為準，

並按得標價計算總價款多退少補（不計算利息）。 

十五、在開標前倘因非人力所能抗拒之特殊原因而情況變動，本局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

或停止標售，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六、刊登報紙之公告或傳播媒體內容，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局公佈欄或現場

公告為準。 

十七、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局得於開標前經與監標人員商妥後列入紀錄當眾聲明，

但補充事項應不違背本須知之規定。 

十八、得標人如欲辦理融資貸款者，請逕向各金融機關辦理，並由該融資機關先行撥付

價款存儲本局指定專用帳戶。 

十九、請投標人仔細研讀本投標須知，除可歸責於本局作業疏失之責外，不得以任何理

由事先要求標單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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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清冊                                           108 年 4 月 

標號 區別 段別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面臨道路寬

度(公尺) 

參考面寬、深度 

(公尺) 
標售底價(總價)(元) 保證金(元) 備註 

1 太平區 育賢段 181 10,633.33 住宅區 40、12 59.5*173.2、156.1  952,746,368  95,275,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573 公噸。 

2. 現況點交。                                                                                                                                                                                                                                                                                                                                                                                                                                                                                                                                                                                                                                                                                                                                                                                                                                                                                                                                                                                                                                                                                                                                                                                                                                                                                                                                                                                                                                                                                                                                                                                                                                                                                                                                                                                                                                                                                                                                                                                                                                                                                                                                                                                                                                                                                                                                                                                                                                                                                                                                                                                                                                                                                                                                                                                                                                                                                                                                                                                                                                                                                                                                                                                                                                                                                                                                                                                                                                                                                                                                                                                                                                                            

2 太平區 育賢段 181-1 10,633.32 住宅區 40、10 72.1*156.1、125.4  943,175,484  94,318,000 
1. 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2. 現況點交 

3 太平區 育賢段 184-2 6,352.12 住宅區 40、10 51.5*122.4、104.4  562,162,620  56,217,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563 公噸。 

2. 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4 太平區 育賢段 184-4 6,352.14 住宅區 40、12 65*104.4、68.5  562,164,390  56,217,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505 公噸。 

2. 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5 太平區 育賢段 202 3,707.38 住宅區 40、12 51.1*64.7、54.1  316,239,514  31,624,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965 公噸。 

2. 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6 太平區 育賢段 202-4 3,707.39 住宅區 40、8 69.7*54.1、45.3 316,240,367  31,625,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1,415 公噸。 

2. 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7 太平區 育賢段 204 3,755.77 住宅區 40、8 73.8*45.2、48.7  320,367,181  32,037,000 

1. 營建廢棄物預估數量：1,108 公噸。 

2. 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8 太平區 育賢段 255 1,939.23 住宅區 40、20 

(弧約 11.53，6 米

圓弧截角) 

89.92*32.53 、

3.59 

129,152,718 12,916,000 
1. 地上有現況道路。 

2. 現況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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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區別 段別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面臨道路寬

度(公尺) 

參考面寬、深度 

(公尺) 
標售底價(總價)(元) 保證金(元) 備註 

9 太平區 豐中段 61 1,530.09 住宅區 18 99.16*24.92 82,624,860 8,263,000 

1. 面臨道路未埋設電力、電信、瓦斯及自來水

管線。 

2. 地上有排水工程結構物。 

3. 現況點交。 

10 太平區 豐中段 84 1,629.65 宗教專用區 12 
30.98*63.51 、

66.58 
70,400,880 7,041,000 

1. 地上有寺廟 （奉天三聖宮）一座。 

2. 現況點交。 

合計 10 筆 50,2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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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分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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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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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中段 豐中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