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市區
段/小段 地號 面積(m²)

使用分區/   使

用地類別

他項權利

姓名或名稱

權利

種類

10106-01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47        902.00

風景區 /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3,068,604       3,068,604        307,000        

有種植香蕉、竹子及瓜類。有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02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8     14,811.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50,387,022      50,387,022             5,039,000

種植稻米。有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03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9      1,363.00

風景區/

丙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10,991,232      10,991,232             1,099,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04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9-1        238.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809,676         809,676                   81,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05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9-2      6,651.00

風景區/

暫未編定用地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5,028,156       5,028,156        503,000        

樹叢。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06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9-3        446.00

風景區/

暫未編定用地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337,176         337,176          34,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07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59-4      3,335.00

風景區/

暫未編定用地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2,521,260       2,521,260        252,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08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64        994.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3,381,588       3,381,588        338,000        

雜草、樹叢。有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10106-09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65        516.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1,755,432       1,755,432        176,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10 大溪鎮
內柵段埔尾

小段
166        241.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業業主觀音祀 無 無 819,882         819,882                   82,000

樹叢。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備註標售總底價(元) 保證金(元)原登記名義人

他項權利情形

桃園縣政府101年度第六批(第二批、第三批及部份第四批之第二次)代為標售地籍清理土地及建物清冊
公告標售文號：府地籍字第 10103193781號                                             

標號

土地/建物標示

權利

範圍
標售底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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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1 大溪鎮
內柵段下崁

小段
530-2     15,655.00

河川區/國土保

安用地、風景區

/國土保安用地

全部 公圳路福德祀 無 無 39,095,545      39,095,545             3,910,000

有建物、土地廟、景觀、雜林

登山步道。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12 大溪鎮
內柵段下崁

小段
530-3        325.00

河川區/農牧用

地、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公圳路福德祀 無 無 752,661         752,661          75,000         

有建物、雜林。無訂定三七五

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行前往查勘。

10106-13 大溪鎮 番子寮段 33-3         24.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公業福仁季 無 無 90,720          90,720           9,000          

空地。無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14 大溪鎮 番子寮段 33-1         69.00
一般農業區 /

農牧用地
全部 公業福仁季 無 無 260,820         260,820          26,000         

空地。無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15 大溪鎮 埔頂段 883 175.00
特定農業區/

遊憩用地
全部 福德祠 無 無 1,697,850       1,697,850        170,000        

雜草、樹木。無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10106-16 大溪鎮
南興段南興

小段
107      1,751.00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福德祀 無 無 19,194,462      19,194,462       1,919,000      

有建物及巷道。無訂定三七五

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行前往查勘。

10106-17 大溪鎮
南興段南興

小段
106        136.00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福德祀 無 無 1,490,832       1,490,832        149,000        

有建物。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10106-18 大溪鎮 和平段 34         32.00 保護區、住宅區 全部 福仁季 無 無 217,728         217,728          22,000         

駁崁，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19 大溪鎮 和平段 33-1         55.00 住宅區 全部 福仁季 無 無 1,039,500       1,039,500        104,000        

空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20 大溪鎮 和平段 34-1          9.00 保護區、住宅區 全部 福仁季 無 無 61,236          61,236           6,000          

駁崁，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21 大溪鎮 和平段 253         63.00 住宅區 全部 福仁季 無 無 1,190,700       1,190,700        119,000        

有建物。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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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2 大溪鎮 和平段 254         17.00 住宅區 全部 福仁季 無 無 115,668         115,668          12,000         

廟（鎮平宮）前空地。無訂定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23 平鎮市 廣豐段 247        590.23 住宅區 1620/4320 義民祀 無 無 9,426,268       9,426,268        943,000        

被附近建物占用部分土地。無

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

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24 平鎮市 廣豐段 296          3.58 住宅區
1620

/4320
義民祀 無 無 57,175          57,175           6,000          

路邊庭園。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25 平鎮市 義民段 540        186.00 住宅區
550

/2700
公號義民會 無 無 1,909,601       1,909,601        191,000        

有鐵皮屋。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26 平鎮市 正義段 742      3,749.0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4/49 公號三官號 無 無 1,744,915       1,744,915        174,000        

有建築物及鐵皮屋、雜林、種

林。有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27 平鎮市 正義段 743      3,220.2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4/49 公號三官會 無 無 1,424,258       1,424,258        142,000        

有建築物及鐵皮屋、雜林、種

林。有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28 平鎮市 正義段 748      1,715.5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4/49 公號三官號 無 無 758,754         758,754          76,000         

雜林。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29 平鎮市 正義段 751     10,582.55
特定農牧區/

農牧用地
4/49 公號三官號 無 無 4,680,511       4,680,511        468,000        

菜園。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30 八德市 霄裡段 288        219.00
鄉村區/

遊憩用地
全部 中元祀 無 無 4,089,155       4,089,155        409,000        

有建物1棟、金爐1座及廁所1

棟。無訂定有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31 大園鄉 北園段 428         42.01 商業區 全部 福德祠 無 無 3,805,855       3,805,855                381,000

有建物。無訂定耕地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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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潭鄉 永福段 595         68.82 農業區 1/2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117,063         

無築建物、有種植竹子及溝

渠。無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龍潭鄉 永福段 595         68.82 農業區 1/2 公號土地公祀 無 無 117,063         

10106-33 龍潭鄉 大平段 210      2,034.92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6,922,799       6,922,799        692,000        

稻田。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34 龍潭鄉 大平段 214        778.82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2,649,546       2,649,546        265,000        

稻田。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35 龍潭鄉 大平段 215        533.33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1,814,389       1,814,389        181,000        

稻田。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36 龍潭鄉 大平段 216        842.80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2,867,206       2,867,206        287,000        

稻田。有三七五租約。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37 龍潭鄉 大平段 218        836.91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2,847,168       2,847,168        285,000        

稻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38 龍潭鄉 大平段 220         30.36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103,285         103,285          10,000         

稻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39 龍潭鄉 大平段 367        126.51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430,388         430,388          43,000         

稻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40 龍潭鄉 大平段 369        375.20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1,276,431       1,276,431        128,000        

有建築物及空地。訂有三七五

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行前往查勘。

10106-41 龍潭鄉 大平段 372        149.68 農業區 全部 觀音祀 無 無 509,211         509,211          51,000         

稻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42 八德市 廣隆段 348      4,428.24
特定農業區/

墳墓用地
2/48 合資會社平和商行 無 無 1,325,151       1,325,151        133,000        

有資源回收場、鐵皮屋及墳

墓。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43 大園鄉
沙崙段後厝

小段
27      3,285.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92

/643

陳合發商行合資會

社
無 無 3,257,208       3,257,208        326,000        

有建物。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23,00010106-32           2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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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44 大園鄉 許厝港段 190 3,151.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 日本拓殖株式會社 無 無 3,043,866       3,043,866        304,000        

有建物及放置建築板模。無訂

定三七五租約。雜草叢生，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45 大園鄉 許厝港段 190-2 3,628.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3 日本拓殖株式會社 無 無 3,504,648       3,504,648        350,000        

有建物及放置建築鷹架。無訂

定三七五租約。雜林，實際使

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46 蘆竹鄉 南竹段 501 132.69       農業區
4110

/9000
源興合資會社 無 無 419,924         419,924          42,000         

被臨地房屋部分暫用，無訂定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47 蘆竹鄉 南竹段 532 16.27        農業區
4110

/9000
源興合資會社 無 無 51,490          51,490           5,000          

田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48 大溪鎮 番子寮段 682        200.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 大有物產株式會社 無 無 331,380         331,380          33,000         

雜草叢生，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49 龍潭鄉 成功段 1131 2,930.2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福德祀 無 無 12,922,182      12,922,182 1,290,000

稻田。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75,645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332,836 484,126 48,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75,645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84,350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371,139 539,839 54,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84,350

72/1584 三界祀 無 無 0 145,049

72/1584 五谷祀 無 無 , 145,049 435,147 44,000

72/1584 觀音祀 無 無 0 145,049

72/1584 三界祀 無 無 0 108,555

72/1584 五谷祀 無 無 , 108,555 32,665 3,000

72/1584 觀音祀 無 無 0 108,555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130,677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574,979 836,333 84,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30,677

竹林、蕉園及榕樹。無訂定三

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306.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54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4

有建物、園藝景觀。無訂定三

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

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53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2-1        702.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竹林及種植木瓜。無訂定三七

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

人自行前往查勘。

木造臨時房舍及雜草。無訂定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52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2        938.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電塔、雜草。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51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1-2        843.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50 龍潭鄉 泉水空段 8-1 756.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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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252,949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9 1,112,975 1,618,873 162,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52,949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26,716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117,550 170,982 17,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6,716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229,736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3 1,010,835 1,470,307 147,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29,736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20,171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528,751 769,093 77,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20,171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 23,514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103,461 150,489 15,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3,514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 593,049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0 2,609,415 3,795,513 380,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593,049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216,528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3 952,720 1,385,776 139,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16,528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41,984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0 624,728 908,696 91,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41,984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8,411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81,008 117,830 12,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8,411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 737,536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3 3,245,148 4,720,216 472,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737,536

牧草及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7,371.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64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6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63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5        184.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419.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10106-62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3-2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61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3-1      2,164.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有建物、雜林及墳墓。無訂定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5,927.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10106-60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3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59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8-1        235.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201.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10106-58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8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57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7-2      2,296.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雜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267.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56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7-1

10106-55 龍潭鄉 泉水空段 17      2,528.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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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301,778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4 1,327,821 1,931,377 193,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301,778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0,006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44,037 64,039 6,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0,006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16,110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70,882 103,102 10,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6,110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2,108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53,272 77,488 8,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2,108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7,305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32,139 46,749 5,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7,305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22,514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99,059 144,087 14,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22,514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130,777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575,419 836,973 84,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130,777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431,854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7 1,900,158 2,763,866 276,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431,854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74,244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 326,673 475,161 48,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74,244

144/6642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7,524

144/6642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7,524 22,572 2,000

144/6642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7,524

720/24480 公號三界祀 無 無 0 660,789

3168/24480 公號五谷祀 無 無 9 2,907,470 4,229,048 423,000

720/24480 公號觀音祀 無 無 0 660,789

水稻。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75 龍潭鄉 泉水空段 70-3      6,604.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水稻及菜園。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2.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74 龍潭鄉 泉水空段 67-3

水稻。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73 龍潭鄉 泉水空段 58        742.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筊白筍。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4,316.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72 龍潭鄉 泉水空段 56-3

雜林。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71 龍潭鄉 泉水空段 56—2      1,307.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稻田。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225.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70 龍潭鄉 泉水空段 56—1

樹林及雜草。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69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9—4         73.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雜草。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21.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10106-68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9—3

雜草。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67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9—2        161.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樹林及雜草。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0106-66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9—1

10106-65 龍潭鄉 泉水空段 29      3,016.00
一般農業區/

林業用地

雜林及林間步道。無訂定三七

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

人自行前往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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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76 大溪鎮
田心子段下

田心子小段
238 673.00       農業區 3/6 合資會社南溟商行 無 無 8 2,864,477 2,864,477 286,000

鐵皮屋。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12/36 呂論水 無 無 2 1,227,072 2,454,144 245,000

12/36 呂北 無 無 2 1,227,072

10106-78 桃園市
桃園段長美

小段
18-15 26.00        商業區 3分之1 徐清福 無 無 7 1,147,147 1,147,147 115,000

有建物，629建號。無訂定三七

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

人自行前往查勘。

李詩談、李詩銑、

陳德明、陳莊悅、

郭國亮、郭國正、

鄭憲宗、鄭憲明、

林孝雲、林孝雲、

蕭森元、蕭森仁、

林慶秀、李訓諭

地上權

陳慧香 抵押權

10106-80 大溪鎮 和平段 378         11.00
保護區、

道路用地
1/2 福仁季 江智英 地上權 13,167 13,167 1,000

邊坡。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1 大溪鎮 和平段 377 1.00         
保護區、

道路用地
1/2 福仁季 江式平 地上權 1,197 1,197 1,000

邊坡。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2 大溪鎮
三層段頭寮

小段
4 2,013.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福德祀 無 無 2,790,018 2,790,018 279,000

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3 大溪鎮
三層段頭寮

小段
2 344.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福德祀 無 無 476,784 476,784 48,000

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4 大溪鎮
三層段頭寮

小段
1 509.0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全部 福德祀 無 無 705,474 705,474 71,000

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5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699 339.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4,698,540 4,698,540 470,000

有建物。訂有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6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1 441.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2,000,376 2,000,376 200,000

有建物及菜園。訂有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87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2 218.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3,021,480 3,024,180 302,000

有建物。訂有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10106-88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7 4,073.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18,475,128 18,475,128 1,848,000

有建物、菜園、茶園及竹林。

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

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89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7-1 2,018.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27,969,480 27,969,480 2,797,000

有建物、竹林及通行道路。無

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

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有建物，有640、1052、1160、

1273、1274、1275等建號。無

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

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9,585,755 10,959,000109,585,755五谷神

有建物。無訂定三七五租約。

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

往查勘。

10106-79 桃園市
桃園段長美

小段
147-1        299.00

商業區、

部份道路用地
全部

44 住宅區10106-77 桃園市 中埔段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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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90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7-2 499.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6,916,140 6,916,140 692,000

有建物及雜林。無訂定三七五

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行前往查勘。

10106-91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8 398.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1,805,328 1,805,328 181,000

雜林及部分通行道路。無訂定

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

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92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09 6,290.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28,531,440 28,531,440 2,583,000

稻田。訂有三七五租約。實際

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

勘。

10106-93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10-2 312.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1,415,232 1,415,232 142,000

竹林及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94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13 15,267.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69,251,112 69,251,112 6,925,000

稻田及部分道路。訂有三七五

租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

自行前往查勘。

10106-95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14 1,377.0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6,246,072 6,246,072 625,000

稻田、部分通行道路及溝渠。

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際使用

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查勘。

10106-96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75 252.00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全部 福德祀 無 無 3,492,720 3,492,720 349,000

菜園及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

約。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

行前往查勘。

10106-97 龍潭鄉
四方林段四

方林小段
740-1 378.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全部 祭祀公業觀音會 無 無 1,714,608 1,714,608 171,000

竹林。無訂定三七五租約。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行前往

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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