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 
 

 

投標日期：108年7月8日~108年7月23日上午9時前 

開標日期：108年7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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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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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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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標之掛號函件，逾規定寄達之時間者。 

(九)同一標封內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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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標售之土地如為廢棄物掩埋區(詳如後附廢棄物分布範圍示意圖C、D、E

區)，未於得標後6個月內提報廢棄物處置計畫送環保局審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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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售之土地如為廢棄物掩埋區，標售底價已參酌預估廢棄物清理費用予以調

降，故後續廢棄物清除責任概由得標人自行負擔，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得向

本局請求任何補償或負擔清理費用： 

(一)得標人應於得標後6個月內擬訂廢棄物處置計畫書報請環保局審查，並經環保

局核備後，本局始通知得標人繳納價款，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報處置計畫者則視

為放棄得標權利，所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二)得標人於未完成廢棄物清理前如再移轉予第三人時，應善盡告知義務。 

(三)所有權人依處置計畫期程清理完畢，報請環保局查驗通過後，都發局始核發使

用執照（詳如後附廢棄物清理管制流程圖）。 

(四)廢棄物種類及預估數量詳標售清冊，欲進一步了解相關資訊，可至本局閱覽廢

棄物調查成果報告，前揭資訊僅供評估參考，得標人不得以實際種類、數量與

該調查成果報告預估內容不符為由向本局要求任何補償。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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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標售之土地如為廢棄物掩埋區，繳款期程則自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環保局核

備之日起算。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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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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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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清冊                                                          10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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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屯區 太原段 140 37,457.00 住宅區 12 
198.08*166.57、

231.49 
3,416,078,400 341,608,000 現況點交。                                                                                                                                                                                                                                                                                                                                                                                                                                                                                                                                                                                                                                                                                                                                                                                                                                                                                                                                                                                                                                                                                                                                                                                                                                                                                                                                                                                                                                                                                                                                                                                                                                                                                                                                                                                                                                                                                                                                                                                                                                                                                                                                                                                                                                                                                                                                                                                                                                                                                                                                                                                                                                                                                                                                                                                                                                                                                                                                                                                                                                                                                                                                                                                                                                                                                                                                                                                                                                 

2 太平區 育賢段 201 8,593.04 住宅區 40、12 
84.72*103.17、

103.20 
 622,995,400  62,300,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1) 營建混合物：10,899 公噸。 

(2) 一般性垃圾：11,484 公噸。 

(3) 一般事業廢棄物：2,401 公噸。 

(4) 石綿及其製品：408 公噸。 

2. 北側 12M 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3 太平區 育賢段 201-7 8,593.04 住宅區 40 
84.39*103.20、

108.55 
 699,473,456  69,948,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1) 營建混合物：12,187 公噸。 

(2) 一般性垃圾：3,329 公噸。 

(3) 一般事業廢棄物：867 公噸。 

2. 現況點交 

4 太平區 育賢段 201-8 8,593.03 住宅區 40、10 
82.84*108.55、

111.04 
 728,688,944  72,869,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1) 營建混合物：13,858 公噸。 

(2) 一般性垃圾：213 公噸。 

(3) 一般事業廢棄物：395 公噸。 

2. 南側 10M 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5 太平區 育賢段 204-1 3,755.76 住宅區 40、15 
77.86*48.71、

53.31 
318,864,024 31,887,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營建混合物：1,978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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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太平區 育賢段 210 5,863.01 住宅區 40、10 
83.31*110.02、

92.42 
470,213,402  47,022,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1) 營建混合物：11,723 公噸。 

(2) 一般事業廢棄物：1,034 公噸。 

2. 北側 10M 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3. 現況點交。 

7 太平區 育賢段 210-1 5,863.01 住宅區 40、15 
65.71*92.42、

85.35 
493,079,141 49,308,000 

1. 廢棄物預估數量： 

(1) 營建混合物：9,866 公噸。 

(2) 一般事業廢棄物：256 公噸。 

2. 現況點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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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筆 80,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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廍子地區區段徵收標售配餘地位置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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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太原段14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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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標售配餘地位置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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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分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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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管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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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押標金不予退

還，重新辦理標售 

地政局囑託地所於土地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註記廢棄物資訊 

未清除完畢 

地政局通知得標人 

分 3期繳納價款 

所有權人依處置計畫期程 

清理完畢後報請環保局查驗 
續行清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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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由地政局將標脫之地段地號資

訊提供環保局列管 

1. 環保局核發同意函 

2. 地政局囑託地所塗銷

土地標示部註記 

3. 都發局核發使用執照 

 

公開招標 
地政局於投標須知明訂

相關管制規定，並充分

揭露廢棄物分布範圍、

預估種類及數量等資訊 

標脫 

得標人須於得標後 6 個月內 

擬訂處置計畫書報環保局審查 
未通過 

審核 

補正/修訂計畫 

環保局計畫核備 

繳清末期價款後，地政局 

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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