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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10年度已標售區段徵收配餘地執行情形 

一、 110 年度辦理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區域背景說明 

(一) 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收案 

本案係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設立中部國

際機場（配合遷移水湳機場）的政策，針對水湳機場原址地區及

其周邊地區進行整體規劃。考量臺中市發展適居城市的定位及邁

向國際化的願景，本區(下稱水湳經貿園區)以「低碳、智慧、創

新」為主軸，並以經貿、創研、文化及生態為發展目標，主要使

用機能包括國際經貿園區、創新研究園區、生態住宅社區、文化

商業區及中央生態公園等五大類，透過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建設

更具前瞻性、國際性及創意性的都市環境，奠定中臺區塊與國際

接軌的堅定基石。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收案係於 100 年 4 月公告

徵收，106 年 2 月 15 日完成全區抵價地分配作業，本府取得配

餘地約 94.24 公頃。 

(二) 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區段徵收案 

高速鐵路緣於政府為提昇台灣西部之鐵路交通服務品質、縮

短南北往返旅途時間、繁榮地方發展、縮短城鄉差距及增加經濟

效益而興建。配合高速鐵路興建計畫，政府於高速鐵路沿線桃園、

新竹、台中、嘉義及台南等五處車站分別擬定高鐵車站特定區計

畫，透過都市計畫程序，合理規劃車站特定區之未來發展，使其

具備完善的公共設施，合適的土地使用分區，將使車站特定區成

為宜商宜住休閒的新多元性市鎮中心。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區

段徵收案奉行政院 86 年 3 月 10 日台 86 交 09494 號函核定各車

站特定區開發成本回收後之開發盈餘，按三方交通部鐵道局 30

％、內政部 30％及本府 40％辦理盈餘分配。案經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29 日核定本區段徵收財務結算及盈餘分配結果在案，分得

土地計有 12 筆，除 7 筆畸零地公共設施無償配回本府外，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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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筆土地包含 1 筆環保設施用地、2 筆產業專用區土地、2 筆商

業區土地，合計約 11.53 公頃。 

二、 110 年度辦理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時間及標售結果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於 110年 4月 7日辦理第一次區段徵收配

餘地標售開標作業，開標結果共計 10 筆土地順利標脫(原為 11

筆，其中 1 筆西屯區生態段 245 地號土地得標人得標後棄標)，

標售總金額為 205 億 8,904 萬 6,794 元(詳表 1)。此次水湳經貿園

區標售配餘地所得價金，已優先償付先前借貸支出開發費用，並

支應區內重大公共建設如台中國際會展中心、綠美圖、中台灣電

影中心等建造經費，希望藉此儘早回收開發成本，同時減輕利息

負擔；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標售收入則全數歸入平均地權基金，

挹注市政建設。 

表 1  110 年臺中市政府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結果總表 

年度 案名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金額(元) 

110 年 

水湳機場原

址區段徵收 

西屯 生態 185        643.54  108,111,111  

西屯 生態 208      1,158.39  188,380,000  

西屯 生態 223        960.67  151,590,000  

西屯 生態 227        338.31  46,050,000  

西屯 生態 239      2,133.43  338,000,000  

西屯 文商 79      8,500.02  7,199,588,888  

西屯 文商 80      7,113.82  3,666,888,888  

高鐵臺中車

站特定區區

段徵收 

烏日 新高鐵 28     15,154.39  4,420,000,000  

烏日 新高鐵 31     14,070.49  3,895,678,999  

烏日 新高鐵 116-1      4,548.95  574,758,908  

合計 54,622.01  20,589,04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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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縣市 110 年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情形 

經統計 110 年桃園市、高雄市等 11 縣市都有將配餘地釋出

辦理標售的情形，作法全國一致。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收入依規

優先償付開發總經費，如有盈餘則挹注重大市政建設，共同為實

現城市美好建設發展努力。 

表 2  110 年各縣市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資料統計 

縣市 
開標

日期 
案名 標數 

標售 

總面積(㎡) 
決標金額(元) 

桃園市 09.14 

A20 站案 37 55,405.54  11,048,278,612  

高鐵桃園車站案 6 26,670.66  10,370,408,788  

A10 站案 6 4,423.97  457,971,216  

合計 21,876,658,616 

臺中市 04.07 
臺中市政府 110 年第 1 次區段

徵收配餘地標售案 
10 54,622.01 20,589,046,794 

高雄市 

03.17 高雄大學鄰近地區區段徵收 3 7,750.93  960,328,000  

09.15 

土庫段區段徵收 1 96.16  5,769,666  

大坪頂五號道路毗鄰地區區段

徵收 
2 4,987.86  476,389,000  

高雄大學鄰近地區區段徵收  4 5,120.48  773,342,338  

合計 2,210,059,338 

苗栗縣 01.21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

區段徵收開發案科技商務區及

住宅區土地 

3 936.47  40,053,888  

彰化縣 05.12 
彰化縣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

區區段徵收 
30 36,251.26  1,054,441,704  

南投縣 

03.12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 6 13,299.68  392,324,897  

05.31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 5 8,630.15  270,372,074  

07.28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 4 8,483.81  272,061,051  

合計 934,758,022 

雲林縣 03.12 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 2 25,147.90  988,888,910  

嘉義市 04.27 湖子內區段徵收 2 5,035.50  176,760,000  

嘉義縣 06.02 嘉義縣治所在地第一期發展區 2 4,000.00  139,556,000  

宜蘭縣 04.15 頭城烏石漁港區段徵收 1 212.10  14,280,000  

澎湖縣 03.09 
光榮(公五、公六)地區第 3 次

區段徵收土地公開標售 
3 515.60  36,62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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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預計辦理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規劃 

本府辦理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及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租標售及設定地上權辦法辦

理，標售前每筆土地皆提報臺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標售底價

後，依決議辦理公開標售。與土地法第 25條規定須經議會審議同意，

並經行政院核准，始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租賃之公有土地不同。 

為穩定調節土地供需平衡，視市場機制作滾動式檢討，市府考量

各開發區建設發展時序及房地產市場整體情形，並同時兼顧市地重劃

與區段徵收財務狀況，未來規劃將逐年分批辦理抵費地及配餘地處分

作業，除優先償還舉債減低利息壓力，如有盈餘再挹注市政財源。 

臺中市作為臺灣第二大城，市府以宏觀視野來打造這座宜居城市，

藉由都市計畫、交通布局、環境改善、社會福利種種政策的推動，並

搭配各項市政軟硬體公共建設，以整體規劃有秩序地引導都市發展，

落實土地使用管制精神，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透過土地開發方式開

闢公共設施，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吸引國際企業投資、增加市府稅收，

讓市府財政更穩健，開發成果均由全體市民共享，落實保障市民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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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有土地處分一般是指公有土地出售、交換及放領等所有

權移轉之行為。土地法第 25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

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

核准，不得處分」。 

 

貳、 市有非公用土地處分及出售前置作業及程序 

一、 民眾有使用市有地需求時，應填具承購申請書，市府財政

局於完成處分前置作業後，依土地法第 25條及本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處分作業

；市府各機關評估經管之市有地無保留公用之必要時，亦

然。 

有關處分前置作業如下： 

(一) 審視申購市有地處分類型為讓售或公開標售。 

(二) 查調擬處分市有地相關資料以確定土地取得權源非屬徵收

。 

(三) 得視擬處分市有地現狀辦理分割：因每筆擬處分市有非公

用土地包括面積大小、臨路狀況及與毗鄰土地關係等條件

不一，與畸零地讓售、承租讓售及公開標售等處分類型不

同，因此部分市有地須先按現狀辦理分割。 

二、 市府辦理公有土地處分應依土地法第 25條規定先提民意

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後始得出售，時程往往超過 1 年。

近年來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本府財政局配合市

政會議及市議會開議時間，原則每 2 個月定期彙整處分清冊

等相關資料，提送本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本市議會同意處

分，再報請行政院核准。 

三、 本市市有土地處分案報經行政院核准後，續依本市市有房

地出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如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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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估價作業 

1. 由本府財政局、地政局、地方稅務局、農業局、都發局等

機關，組成查估小組實地調查鄰近市場價格等，並召開小

組會議逐案討論後擬訂查估價格。有關土地之估價，一律

比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之規定，參照市價辦理。 

2. 送請由財政局局長及副局長、地政局、法制局、建設局、

都發局、農業局、主計處、地方稅務局及地政事務所（本

府指定之四所地政事務所各派 1人）共 13人組成之本市

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逐案審議。 

3. 簽奉市長核定出售價格。 

(二)  視讓售或公開標售類型辦理後續作業 

1. 畸零地讓售及承租讓售：簽奉核准讓售價格後 10日內通

知承購人，承購人接到繳款通知之次日起 45日內繳清價

款。如果承購人未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繳款手續，該讓售案

即予註銷。 

2. 公開標售：一律照現狀辦理標售，本府不負責點交，相關

重點事項說明如下： 

(1) 郵遞投標。 

(2) 得視標的物金額高低，於開標前 10 至 30 日公

告。 

(3) 投標人應繳納按標售底價 10%計算之保證金。 

(4) 因本府標售之不動產一律採現狀標售且不負責

點交，為避免爭議，於標售公告內文敘明，有

意投標者應於公告期間內逕赴現場勘查清楚，

其界址以地政機關地籍圖為主，不以現場圍籬

、地形、地貌為界。土地上下如有既成道路、

農作物、溝渠、管線、電桿、貨櫃、占建物、

受保護樹木等，或其他占用情形者，標售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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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並於文字下方加底線

，以提醒投標民眾注意（另公告刊登於報紙部

分，更以紅色字加底線方式呈現）。 

(5) 開標作業公開、透明。 

(6) 決標後，得標人應於接到繳款通知之次日起 45

日內繳清價款。未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繳款手續

者，視為放棄承購權。財政局通知次一優先次

序之承購人按最高標價繳款，辦理承購手續。 

3. 後續作業 

(1) 市有土地承購人繳清價款或自備款之日起 5 日

內，得檢附繳款收據影本申請同意鑑界，所需

費用由承購人負擔。 

(2) 承購人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後，面積如有增減、

一概不退補價款。 

  



臺中市政府 110 年度已標售與預計標售市地說明專案報告 

4 
 

參、本府財政局 110 年度已標售及預計標售市有地說

明 

一、110年度截至 9月 15日止，未辦理公開標售市有非公用土地。 

二、110年度預計辦理公開標售 9筆市有土地及 1棟市有建物，面

積合計 854.67平方公尺(約 258.54坪)，其中 3筆平均面積

3.95坪遭占用，經占用人提出申購按現狀標售外，其餘土地面

積介於 9.98坪至 42.65坪。經辦理公開標售由私人取得後，

可有效活化土地利用。 

110年預計出售市有非公用房地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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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府不會任意處分市有土地，本於公地公用原則，優先提供

各項公共建設使用，並保留大面積市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市政未

來發展的使用。本府標售市有非公用土地，多為因應民眾使用需

求，處分程序皆依土地法第 25 條及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等相關規定確實辦理，並經行政院核准後，始辦理出售，作業流

程嚴謹。 

本府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標售，以帶動地方發展、改善環境

品質為考量，標脫後由民間整合利用、活化土地資源、改善市容

景觀，提升在地居民生活品質。以上簡要報告，請指正。 

 

最後敬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