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觀音區潭工段 0113-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古秋雪㉂行列㊞
    謄本種類碼：QCQDWRFRFV，可㉃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壢㆞政事務所  主  任    劉瑞德       
    ㆗壢電謄字第428644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7年04㈪11㈰                      登記原因：合併
    面    積：****2,372.12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工業區                               使用㆞類別：㆜種建築用㆞
    民國108年01㈪    公告㈯㆞現值：***11,8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２５－４１㆞號
                  分割㉂：０１１３－００００㆞號
                  合併㉂：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０１２７－０００１、０１２８－０００１
                  、０１３４－０００１㆞號                                          
                  （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２５－５３㆞號
                  （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２７－３６㆞號
                  （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２７㆞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2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09*****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0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0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5 0006-005 0007-005 0008-005 0009-005 
                          0009-006 0010-005 0010-006 0010-007 0010-008 
                          0011-000 0011-001 0011-002 0011-003 0011-004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2）登記次序：0003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09*****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1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0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5 0006-005 0007-005 0008-005 0009-005 
                          0009-006 0010-005 0010-006 0010-007 0010-008 
                          0011-000 0011-001 0011-002 0011-003 0011-004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3）登記次序：0004
                                         （續次頁）

桃
園
市
中
壢
地
政
事
務
所

AC



         觀音區潭工段 0113-00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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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2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5 0006-005 0007-005 0008-005 0009-005 
                          0009-006 0010-005 0010-006 0010-007 0010-008 
                          0011-000 0011-001 0011-002 0011-003 0011-004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4）登記次序：0005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3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5 0006-005 0007-005 0008-005 0009-005 
                          0009-006 0010-005 0010-006 0010-007 0010-008 
                          0011-000 0011-001 0011-002 0011-003 0011-004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5）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4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815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5 0006-005 0007-005 0008-005 0009-005 
                          0009-006 0010-005 0010-006 0010-007 0010-008 
                          0011-000 0011-001 0011-002 0011-003 0011-004 
    其他登記事㊠：（空白）

  *************  ㈯㆞他㊠權利部  **************

    （0001）登記次序：0005-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4558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7㈪18㈰                        登記原因：讓與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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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區潭工段 0113-00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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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8828號
    設定義務㆟：蔡建宏、朱華楨、謝國村、蔡明杰、姜榮陞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１、１１３
                  －２、１１３－３㆞號；所㈲權                                      

    （0002）登記次序：0006-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4560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7㈪18㈰                        登記原因：讓與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8829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５㆞號；所
                  ㈲權                                                              

    （0003）登記次序：0007-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4215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7㈪10㈰                        登記原因：讓與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8474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６㆞號；所
                  ㈲權                                                              

    （0004）登記次序：0008-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3421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29㈰                        登記原因：讓與
      權 利 ㆟：長立國際鋼品㈲限公司                                        
      住    址：新北市㈧里區㆗山路１７號㆒樓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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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7919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８㆞號；所
                  ㈲權                                                              

    （0005）登記次序：0009-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7351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8㈪16㈰                        登記原因：讓與
      權 利 ㆟：誌盛㈲限公司                                                
      住    址：桃園市㈧德區大勤街６９巷１９弄１６號                        
    權利範圍： 1000分之175*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10199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９、１１３
                  －１１㆞號；所㈲權                                                

    （0006）登記次序：0009-006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8年                                    字號：壢登字第010740號
    登記㈰期：民國108年01㈪17㈰                        登記原因：讓與
      權 利 ㆟：和昌國際工業股份㈲限公司                                    
      住    址：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１１１號                                  
    權利範圍： 1000分之825*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8壢他電字第000673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９、１１３
                  －１１㆞號；所㈲權                                                

    （0007）登記次序：0010-005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267190號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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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7年12㈪25㈰                        登記原因：讓與
      權 利 ㆟：潔克永續㈾源㈲限公司                                        
      住    址：桃園市大園區南港里大觀路５８０號㆒樓                        
    權利範圍： **60分之20**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15907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１０、１１
                  ３－１２、１１３－１３㆞號；所㈲權                                

    （0008）登記次序：0010-006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8年                                    字號：壢登字第129650號
    登記㈰期：民國108年06㈪27㈰                        登記原因：讓與
      權 利 ㆟：統盛工程㈲限公司                                            
      住    址：桃園市新屋區新生里㆔民路７１２號㆒樓                        
    權利範圍： ***9分之2***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8壢他電字第007596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１０、１１
                  ３－１２、１１３－１３㆞號；所㈲權                                

    （0009）登記次序：0010-007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8年                                    字號：壢登字第134450號
    登記㈰期：民國108年07㈪03㈰                        登記原因：讓與

    權利範圍： ***9分之2***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8壢他電字第007773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１０、１１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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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２、１１３－１３㆞號；所㈲權                                

    （0010）登記次序：0010-008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8年                                    字號：壢登字第134450號
    登記㈰期：民國108年07㈪03㈰                        登記原因：讓與

    權利範圍： ***9分之2***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8壢他電字第007772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１３－１０、１１
                  ３－１２、１１３－１３㆞號；所㈲權                                

    （0011）登記次序：0011-000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2214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範圍： ***5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7144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２７㆞號；所㈲權

    （0012）登記次序：0011-001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2214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範圍： ***5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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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區潭工段 0113-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7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7143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２７㆞號；所㈲權

    （0013）登記次序：0011-002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2214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範圍： ***5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7145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２７㆞號；所㈲權

    （0014）登記次序：0011-003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2214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範圍： ***5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7141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２７㆞號；所㈲權

    （0015）登記次序：0011-004                         權利種類：不動產役權
    收件年期：民國107年                                    字號：壢登字第122140號
    登記㈰期：民國107年06㈪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範圍： ***5分之1***
    設定目的：永久供公眾道路通行使用或管路設施使用。
    權利價值：新台幣********************10,000元正
    存續期間：不定期
    ㆞租：每年新台幣壹佰元整
    預付㆞租情形：無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設定權利範圍：---,---,---.--平方公尺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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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區潭工段 0113-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8

                  （全部*********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7壢他電字第008882號
    設定義務㆟：朱華楨、姜榮陞、蔡明杰、蔡建宏、謝國村
    其他登記事㊠：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潭工段１２７㆞號；所㈲權

           本謄本僅係 所㈲權個㆟全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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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觀音區潭工段 012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古秋雪㉂行列㊞
    謄本種類碼：QCQDWRFRFV，可㉃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壢㆞政事務所  主  任    劉瑞德       
    ㆗壢電謄字第428644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面    積：****6,309.08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工業區                               使用㆞類別：㆜種建築用㆞
    民國108年01㈪    公告㈯㆞現值：***11,8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1棟
    其他登記事㊠：（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２７－３６㆞號
                  （權狀註記事㊠）觀音區潭工段１６建號之建築基㆞㆞號：潭工段１２７㆞
                  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２７－０００１㆞號
                  供役不動產：潭工段１１３－４㆞號
                  合併㉂：０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０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１
                  ３４－００００㆞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7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原因發生㈰期：民國108年12㈪19㈰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5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2）登記次序：0008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原因發生㈰期：民國108年12㈪19㈰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6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3）登記次序：0009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原因發生㈰期：民國108年12㈪19㈰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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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區潭工段 012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2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7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4）登記次序：0010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原因發生㈰期：民國108年12㈪19㈰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8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5）登記次序：0011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合併
    原因發生㈰期：民國108年12㈪19㈰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電字第056109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4年04㈪     ****9,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權個㆟全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桃
園
市
中
壢
地
政
事
務
所

10

76



     建物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觀音區潭工段 00016-000建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古秋雪㉂行列㊞
    謄本種類碼：QCQDWRFRFV，可㉃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壢㆞政事務所  主  任    劉瑞德       
    ㆗壢電謄字第428644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基㆞號變更
    建物門牌：大潭村６鄰１２之２號                                        
    建物坐落㆞號：潭工段  0127-0000
    主要用途：防空避難室、工廠、辦公室、機房、㈬塔
    主要建材：鋼骨造
    層    數：003層                                      總面積：**7,608.40平方公尺
    層    次：㆒層                                     層次面積：**2,003.84平方公尺
              ㆓層                                               **1,800.18平方公尺
              ㆔層                                               **1,800.18平方公尺
              屋頂突出物                                         ****187.10平方公尺
              ㆞㆘㆒層                                           **1,817.10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期：民國090年07㈪02㈰
    其他登記事㊠：使用執照字號：９０年桃縣工建使字第觀１０５４號
                  （權狀註記事㊠）建築基㆞㆞號：潭工段１２７㆞號
                  （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００２１０－０００建號

  **************  建物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2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1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2）登記次序：0003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2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3）登記次序：000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3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4）登記次序：0005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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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區潭工段 00016-000建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2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4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5）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5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權個㆟全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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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觀音區潭工段 00016-000建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古秋雪㉂行列㊞
    謄本種類碼：QCQDWRFRFV，可㉃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壢㆞政事務所  主  任    劉瑞德       
    ㆗壢電謄字第428644號
    ㈾料管轄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桃園市㆗壢㆞政事務所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8年12㈪25㈰                        登記原因：基㆞號變更
    建物門牌：大潭村６鄰１２之２號                                        
    建物坐落㆞號：潭工段  0127-0000
    主要用途：防空避難室、工廠、辦公室、機房、㈬塔
    主要建材：鋼骨造
    層    數：003層                                      總面積：**7,608.40平方公尺
    層    次：㆒層                                     層次面積：**2,003.84平方公尺
              ㆓層                                               **1,800.18平方公尺
              ㆔層                                               **1,800.18平方公尺
              屋頂突出物                                         ****187.10平方公尺
              ㆞㆘㆒層                                           **1,817.10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期：民國090年07㈪02㈰
    其他登記事㊠：使用執照字號：９０年桃縣工建使字第觀１０５４號
                  （權狀註記事㊠）建築基㆞㆞號：潭工段１２７㆞號
                  （㆒般註記事㊠）㆞籍整理前：大潭段大潭小段００２１０－０００建號

  **************  建物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2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1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2）登記次序：0003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2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3）登記次序：000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3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4）登記次序：0005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續次頁）

桃
園
市
中
壢
地
政
事
務
所

4R

08



         觀音區潭工段 00016-000建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12㈪26㈰14時42分                                頁次：2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4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0005）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6㈪22㈰                         登記原因：拍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5㈪13㈰

    權利範圍：*********5分之1*********  
    權狀字號：108壢建電字第021025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權個㆟全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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