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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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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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重埔段過圳小段FG060000005

FG060000007 三重巿

三重巿

622.00 黃天厚 洪添丁

622.00

FG060000006 三重巿 三重埔段過圳小段 0168-0001

0168-0001

622.00

1,041.00 王依鈿 林國隆、余玉梅

1,041.00 葉文華

黃添進 洪添丁

黃通 洪添丁

FG060000004 三重巿 三重埔段過圳小段 0168-0001

李悟進、李明木、李秋香、簡林玉霞、李水樹、李金蓮、鄭為壬、林志益、林志遠、

林志榮、李為君、李坤地、李孟謙

洪添丁

FG060000003 三重巿 三重埔段過圳小段 0168-0001 黃張扁 洪添丁

葉振裕

李紅桃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622.00

FG060000001 三重巿 三重埔段後埔小段

622.00FG060000002 三重巿 三重埔段過圳小段

0271-0000 1,576.00

0168-0001

0225-0001

FG060000009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FG060000008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1,041.00 許秋月 林國隆、余玉梅

林國隆、余玉梅

1,041.00 李許秋妍 林國隆、余玉梅

FG060000010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蕭許玩玉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11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秀真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12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秀香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13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志祥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14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FG060000015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林國隆、余玉梅

1,041.00 許文美 林國隆、余玉梅

0225-0001

0225-0001

1,041.00 許志宏

1,041.00 許杜韶玲

FG060000016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FG060000018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FG060000017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子敬 林國隆、余玉梅

林國隆、余玉梅

1,041.00 許文苑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19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雯琦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20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許子挺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21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簡明得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22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1,041.00 林國隆 林國隆、余玉梅FG060000023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5-0001

3.00 林郭匏 舍人公FG060000024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6-0003

3.00 林 舍人公FG060000025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6-0003

3.00 林春平 舍人公FG060000026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6-0003

3.00 林進德 舍人公FG060000027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26-0003

33.00 王木待 李王美華、王麗華、洪素琴、王淵原、鄭清發、王洪金枝、王長吉、王永和、王孟

月、王彩珠、王美珠、王鳳珠、王惠珠、王瓊慧、王建富、王介石、王美瓔、王游

笑、簡春連、王吉雄

FG060000028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253-0000

212.00 楊根生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29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06

FG060000030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06 212.00 蔡聰賢 蔡聰明、蔡聰賢

212.00 袁泉榮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1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06

212.00 林根樹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2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06

60.00 楊根生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3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22

60.00 魏世平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4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22

60.00 袁泉榮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5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22

60.00 瞿士良 蔡聰明、蔡聰賢FG060000036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19-0022

542.00 李金河 李文章FG060000037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30-0016

43.00 林阿南 林丁元、林登耀、林火龍、中華民國、林柏村、曲豐興、林杜美真、林榮堂FG060000038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65-0001

43.00 林木 林丁元、林登耀、林火龍、中華民國、林柏村、曲豐興、林杜美真、林榮堂FG060000039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46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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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5

1/5

1/5

1/5

1/5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294 杜文山 三重市

FG060000062 三重巿 三重埔段簡子畬小段 0186-0000 504 李生 李太吉、李太政、王塗生、王素珍、王素玲、王素美、王辰祐、王素育、王林和嬌、

王敏華、王源斌、王敏惠、王敏月、王源新、王源興、王源勝、王壬辰、王長、王復

田、王塗生、陳王雪娥、王雪霞、王雪麗、王林燕玉、王小萍、王清吉、王小蘭、王

清治、王進富、王進益、王朝枝、王進發、王燦銘、王雪嬌、王素鑾、王素梅、倪靚

樺、江玉霞

FG060000061 三重巿 三重埔段簡子畬小段 0083-0000

513.00 王林蕊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0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陳林雲嬌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1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林皆得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2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林金成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3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林煙良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4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陳林寶猜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5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513.00 林靜子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6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林振宏、林申指、王林蕊、陳林雲嬌、林皆得、林金成、林煙良、陳林寶猜、林靜

子、林富男、曾林真珠、黃林招治、廖曾美麗、曾容枝、杜曾紅枝、曾育寅、曾燕

龍、曾美華、曾燕騰、曾美惠、吳林淑玲、林森谷、李美鳴、林怡靜、林怡薇、林陳

阿  、林學良、林淑華、林淑玉、林淑芬、林淑慧、林三才、林清河、林源吉、張

慶、張武雄、張國清、張秀卿、張國良、鐘林阿英、張桃、張德得、林阿梅

FG060000047 三重巿 三重埔段菜寮小段 0515-0000

FG060000048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513.00 林富男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037-0000 762.00 陳瑞玄 周淑女

340.00

0080-0001 劉呂未

0080-0001 王世齊

340.00 王世齊

劉呂未FG060000050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FG060000049 三重巿

FG060000051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080-0022 199.00 王世齊 劉呂未

199.00 王世齊 劉呂未FG060000052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080-0022

36.00 王世齊 劉呂未FG060000053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080-0023

36.00 王世齊 劉呂未FG060000054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080-0023

199.00 薛黃麗卿 三重市FG060000055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199.00 謝薛金枝 三重市FG060000056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199.00 薛秋麗 三重市FG060000057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199.00 薛安雄 三重市FG060000058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FG060000059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199.00 薛慶壽 三重市

199.00 周通 三重市

26.00 鄭塗樹 李進忠、王振芳、李張雲娥、楊瑞娥

FG060000060 三重巿 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 0106-0001

FG060000063 三重巿 重新段壹小段 0059-0017

FG060000064 三重巿 重新段壹小段 0059-0018

639.00 李勤 蘇啟明、蘇長庚

27.00 鄭塗樹 趙紀素後、鄭文興、曾偉祥、游陳素娥、陳衍政

FG060000065 三重巿 二重埔段頂崁小段 0014-0001

林恩桂 林定根、林明忠、林明賢、林淑美、林淑玲、林淑珠、中華民國、林辰旭FG060000066 三重巿 二重埔段頂崁小段 0016-0004 2,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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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2,881.00 葉玉雄 葉趖、葉藤生、葉松木、謝換、葉輝煌、游林寶鳳、葉田塗、葉玉雄、阮葉素、葉明

保、葉國雄、葉家祿、徐碧黛、徐承義、徐承、徐承業、徐雅淳、徐雅培、徐名

慧、徐凡祺、徐凡鈞、林大進、林大安、林大立、葉偉陵、詹淑珍、葉蘇金蘭、吳嘉

雄、吳天恩

FG060000067 三重巿 二重埔段頂崁小段 0022-0002

FG060000068 三重巿 二重埔段頂崁小段 0736-0001

941.00 陳富 林殿勝、林殿銘、陳林碧霞、林碧鑾、葉林碧鳳、葉林碧足、林梅花、林碧雪、林碧

善、林成陸、林延磬、林茂森、吳谷源、林淑靜、金國光、林富儀、林鈺芳、林澤

裕、林澤均、林澤文、謝鳳圓、林家弘、林家正、陳明月、林廷聰、林香君、王寶

彩、詹福來、林成陸、林延磬

542.00 林三元 林奕洲

FG060000069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035-0000

4,428.00 李雪月 李金鳳、邵通順、詹前肇、林陳英、林長信、林長義、張陳麗雪、林士凱、陳鄭美卿FG060000070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114-0000

4,428.00 李葉月治 李金鳳、邵通順、詹前肇、林陳英、林長信、林長義、張陳麗雪、林士凱、陳鄭美卿



FG060000071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114-0000

FG060000072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114-0000

FG060000073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114-0000 4,428.00 李　沐 李金鳳、邵通順、詹前肇、林陳英、林長信、林長義、張陳麗雪、林士凱、陳鄭美卿

4,428.00 李玉堆 李金鳳、邵通順、詹前肇、林陳英、林長信、林長義、張陳麗雪、林士凱、陳鄭美卿

FG060000074 三重巿 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0119-0000

24.00 王水明 中華民國

69.00 陳登國 李建榮、李建幸、李琴

FG060000075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091-0010

12.00 王朝木 中華民國FG060000076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091-0012

29.00 陳港水 中華民國FG060000077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091-0019

24.00 邵神諒 中華民國FG060000078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092-0007

3,632.00 蔡文松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FG060000079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3,632.00 蔡文凱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FG060000080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3,632.00 蔡文章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FG060000081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FG060000082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FG060000083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3,632.00

3,632.00

蔡樹城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蔡廷鏗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第3頁 共23頁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8

1/8

1/8

1/8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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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66.93 林火炭 三重市FG06000038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105-0000

20.59 李永春 三重市

FG06000038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105-0000 66.93 楊水塗 三重市

FG06000038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088-0002

24.05 李永春 三重市

FG06000038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088-0001 0.09 李永春 三重市

FG06000038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088-0000

0046-0000 14.60 李駿川 陳招治、鄭劉吉FG06000037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FG060000378 三重巿 陳招治、鄭劉吉14.60 李駿川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3,632.00 蔡樹城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FG060000084

3,632.00 蔡天進 蔡媽騰、蔡信、蔡馬蹄、廖旺、蔡許紅桃、蔡溪川、蔡溪港、蔡溪砂、林蔡美華、蔡

美蜜、何蔡淑女、陳蔡雲卿、蔡明達、李蔡富子、童陳月嬌、童世南、童世雄、童雪

利、梁童雪美、邱冠銘、邱俊源、陳福華、蔡佳玲、蔡協益、蔡炳奎、胡齡云、蔡正

鵬、蔡俊彥、蔡裕彥、蔡淑娥、蔡碧娥、蔡麗娥、蔡幼娥、蔡碧蘭、蔡明旭、蔡明

堂、蔡明全、蔡添財、蔡宏彬、蔡慶鍾、何阿梅、王有福、王碧奇、王碧清、王志

賢、王志杰、王碧玲、蔡正明、江東士、陳蔡淑美、蔡健利、蔡健義、蔡健勝、蔡幸

夫、蔡利夫、周文達、周文雄、李慶通、賴周彩鳳、黃李彩月、陳蔡月英、游建進、

林正鈞、林清海、林愛玉、蔡進興、林蔡金珠、尹蔡金蓮、蔡文信、郝蔡碧紅、蔡碧

雲、蔡碧雪、蔡碧珠、郝筱玲、呂禮林、呂禮儀、呂禮松、呂燕青、蔡文照、中華民

國、蔡俊龍、蔡明龍、蔡聰池、蔡聰良、蔡松霖、徐蔡美雲、蔡美紅、蔡美錦、何榮

輝、何榮華

FG060000085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87-0000

259.00 翁糞 財團法人台灣省台北縣先嗇宮FG060000087 三重巿 二重埔段中興小段 0199-0000

0168-0000二重埔段大有小段FG060000088 三重巿

FG060000089 三重巿 二重埔段大有小段 0168-0000

1,694.00 林榮泓 林金燦、林金作、林劉秀春、林榮泓、林嵩志、林敬中、洪寶川

林金燦、林金作、林劉秀春、林榮林榮泓、林嵩志、林敬中、洪寶川

1,694.00 林劉秀春 林金燦、林金作、林劉秀春、林榮泓、林嵩志、林敬中、洪寶川

林信雄1,694.00

FG060000090 三重巿 二重埔段大有小段 0168-0000

1,694.00 林嵩志 林金燦、林金作、林劉秀春、林榮泓、林嵩志、林敬中、洪寶川FG060000091 三重巿 二重埔段大有小段 0168-0000

1,694.00 林敬中 林金燦、林金作、林劉秀春、林榮泓、林嵩志、林敬中、洪寶川FG060000092 三重巿 二重埔段大有小段 0168-0000

王朝經、蘇樹諒、林武彥、林耀基、林阿忠、林忠華、林有家、林有助、林清義、李

振昌、李有奎、李天城、林火在、林珠、吳清子、陳朝輝

三重巿 永安段 0479-0000FG060000093

220.00 黃崁 黃冬鈎FG060000094 三重巿 永安段 1245-0000

658.00 林根土

151.00 林金水 林松根、葉鴻寬FG060000095 三重巿 永德段 0796-0000

151.00 林映 林松根、葉鴻寬FG060000096 三重巿 永德段 0796-0000

FG060000097 三重巿 永德段 0796-0001

34.00 林映 林松根、葉鴻寬

34.00 林金水 林松根、葉鴻寬

0344-0000

FG060000098 三重巿 永德段 0796-0001

140.00 黃昌 黃延、黃考、黃碧玉、蔡黃素嬌、高秋寶、黃敏哲、黃敏章、黃添進、黃定墻、黃塗

盛、黃淑儀、黃永恒、涂裕和、黃來誠、楊佳士、楊秋卿、楊雅琪、黃張辛、黃長

庚、黃長修、黃長江、黃長崎、黃平和、黃文彬、黃文樹、黃文倎、黃文質、黃文成

FG060000100 三重巿 忠孝段

FG060000099 三重巿 忠孝段

0344-0000 140.00 黃清嬰 黃延、黃考、黃碧玉、蔡黃素嬌、高秋寶、黃敏哲、黃敏章、黃添進、黃定墻、黃塗

盛、黃淑儀、黃永恒、涂裕和、黃來誠、楊佳士、楊秋卿、楊雅琪、黃張辛、黃長

庚、黃長修、黃長江、黃長崎、黃平和、黃文彬、黃文樹、黃文倎、黃文質、黃文成

FG060000101 101.00 葉水龍 林渭涇、林渭璜、林秉男、林秉昭、林世忠三重巿 仁興段 2229-0001

45.00 葉水龍 林渭璜、林渭涇、林秉男、林秉昭、林世忠FG060000102 三重巿 仁興段 2440-0001

7.00 葉水龍 林渭璜、林渭涇、林秉男、林秉昭、林世忠FG060000103 三重巿 仁興段 2440-0002

三重市

三重巿 仁興段 2504-0000

三重巿 仁興段 2504-0000

三重市FG060000105

FG060000106

172.00 陳正宗

三重巿 三和段 0684-0000

FG060000104

172.00 陳巧雲

6.81 蔡張甜 蔡自然、蔡炎根、蔡水獺

蔡張甜 蔡自然、蔡炎根、蔡水獺20.36FG06000010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046-0000

三和段 068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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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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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1,878.56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楊志陽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1,878.56 莊寶木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林文東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陳沈麗玉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6.21 蔡宜長 李信讓、蔡連生、蕭吳錦、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

桔、蕭嫣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

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

卿、李月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0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陳裕男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0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3-0001

蔡宜長 李信讓、蔡連生、蕭吳錦、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

桔、蕭嫣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

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

卿、李月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0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3-0000 423.75

4.07 莊貴龍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0-0000 4.35 蔡宜長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47-0000

4.25 林文東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9-0000 4.69 王登炎 陳張玉貴

FG06000040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7-0000

4.19 莊寶木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6-0000 4.19 林文東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6-0000

4.36 楊志陽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40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6-0000 4.19 陳啟灶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39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5-0000

4.00 林文東 蔡衍義、中華民國

FG06000039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4-0000 4.23 陳啟灶 中華民國、陳沈麗玉

FG06000039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3-0000

FG06000039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3-0000

4.00 陳啟灶 蔡衍義、中華民國

蔡衍義、中華民國4.00 莊寶木

FG06000039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33-0000

45.32 李博德 楊建春、李博德

1079-0000 80.38

FG06000039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083-0000

FG060000392

FG06000039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三重巿 正義北段

陳俊謙

20.29 李善 蔡衍義、中華民國

82.20 李善

陳遠東、楊建春、楊　治、李通義、李信讓、李高見、李新民、三重市、李光明

楊建春、李通義、李信讓、李高見、李新民、楊原號、李光玉

FG06000039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049-0000

1076-0000 77.02

楊原號

李根德

FG06000039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048-0000

207.27 張育西 李得川、李美麗

FG06000038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982-0000 207.27 張育西 李得川、李美麗

FG06000038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982-0000

66.93 林萬號 三重市

FG06000038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981-0000 61.90 張育西 李得川

FG06000038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105-0000

FG06000038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0105-0000 66.93 林水傳 三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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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15.68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林文東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楊志陽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莊寶木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陳裕男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陳沈麗玉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FG06000042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黃綉鑾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莊貴龍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1,878.56

FG06000042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FG06000042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黃拱照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王登來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1,878.56 陳市正義北段 1154-0000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2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王登炎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9 三重巿

1,878.56 莊寶木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林文東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1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FG06000041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0 1,878.56 陳啟灶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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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5

1/5

1/5

1/5

1/10

1/10

1/5

1/5

1/5

1/5

1/10

1/10

全部

1/1

1/5

172.3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51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1.60 張  城 李信讓、蕭深根、三重市、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治、簡義

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

0022-0000

0151-0000 60.13 李得川、李美麗

172.32

FG060000442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263-0000

FG060000444 三重巿 長壽段

FG060000443 三重巿 長壽段

15.68 莊貴龍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41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262-0000 3.86 張  城 李信讓、蕭深根、三重市、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治、簡義

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

FG060000440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黃綉鑾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9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王登來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8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黃拱照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7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陳市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6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王登炎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5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林文東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4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15.68

15.68 莊寶木 李信讓、蔡連生、蕭永吉、蕭欽榜、蕭銓選、蕭長川、蕭嫣嬌、蕭嫣麗、蕭桔、蕭嫣

紅、蕭嫣然、蕭嫣倩、李美　、李康純銀、李勝一、李千鶴、李勝仲、李雪如、李

宜、李　青、李慧玟、李慧怜、陳李慧明、李慧芳、李炳煊、李淑玉、李淑卿、李月

治、簡義豐、簡彩雲、簡美瓊、簡麗鳳、簡李秀子、陳浩明

FG060000433 三重巿 正義北段 1154-0001

FG060000445 三重巿 長壽段 0181-0000

王金枝 三重市

32.86 江丕萬

39.32 林積種 李輝種、李輝旭、李輝龍、李初惠、李雪美、李雪玲、李雪芳

周武陽、周明照、周金清

林積種

FG060000446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47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48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49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50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52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53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54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55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56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三重市FG060000458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172.32 林燕琳

194.92 王金枝 三重市FG060000459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60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FG060000457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0 林燕琳 三重市1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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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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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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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5

1/5

1/5

1/5

1/10

1/10

1/5

1/5

1/5

1/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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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5

1/5

1/5

1/5

1/10

1/10

1/5

1/5

1/5

1/5

1/10

1/10

1/3

1/3

194.92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61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62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63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65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66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67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68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69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71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200.5 王金枝 三重市FG060000472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73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74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75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76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78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79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80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81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82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FG060000484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171.18 林紅 汪洋富、汪駿義、汪俊伸、汪國萬、汪國雄、汪秀理、汪宗勲、汪洋富、汪駿義、汪

俊伸、汪國萬、汪國雄、汪秀理、汪宗

FG060000486 三重巿 長壽段 0278-0000

67.3 王金枝 三重市FG060000487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88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三重市FG060000489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三重市FG060000490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三重市FG060000491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93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信立 三重市FG060000494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志峰 三重市FG060000495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96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佳燕 三重市FG060000497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67.3 林燕琳 三重市FG060000499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173.46 林秋發 林秋發FG060000501 三重巿 長壽段 1259-0000

67.30 林燕琳 三重市

FG060000500 三重巿 長壽段 1259-0000 173.46 林秋發 林秋發

FG060000498 三重巿 長壽段 0880-0000

三重市

三重市

200.50

200.5

汪洋富、汪駿義、汪俊伸、汪國萬、汪國雄、汪秀理、汪宗勲、汪洋富、汪駿義、汪

俊伸、汪國萬、汪國雄、汪秀理、汪宗

200.50 林燕琳 三重市

三重市

0880-0000

171.18 林紅

67.3 林佳燕

67.3 林燕琳

67.3 林志峰

67.30 林燕琳 三重市

FG060000485 三重巿 長壽段 0278-0000

FG060000492 三重巿 長壽段

長壽段 0274-0002

200.5 林燕琳

FG060000483 三重巿

194.92 林燕琳FG060000464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194.92 林燕琳

林燕琳 三重市

FG060000470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1

FG060000477 三重巿 長壽段 02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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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1/2

1/2

1/2

1/8

1/8

1/8

1/8

1/2

1/8

1/8

1/8

1/8

1/2

1/2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FG06000050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397-0000 58.19 葉文聰 葉金鳳

廖江泉、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80.08 廖阿松FG06000050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14-0000

75.22 李陳阿伴 邵永見、邵永、邵永泗、邵永祥、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0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22-0000 75.22 陳張月霞 邵永見、邵永、邵永泗、邵永祥、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0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22-0000

78.87 林月娥 邵永見、邵永、邵永泗、邵永祥、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0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23-0000

78.87 鄭廖李妹 邵永見、邵永、邵永泗、邵永祥、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0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23-0000

40.39 楊頭北 楊壬癸、楊慈義、汪欽楊、汪明楊、汪時宇FG06000050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52-0000

44.44 楊頭北 汪明陽、汪欽楊、楊壬癸、楊慈義、汪時宇FG06000051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462-0000

156.23 張寶 林陳錦昭FG06000051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03-0000

156.23 張明陽 林陳錦昭FG06000051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03-0000

34.84 錢少熊 張漢正、張文正、張明正、張玖妹、張國泰、張國隆、段張莉莉、黃張美玲、張麗

華、張吳如鳳、張霓雲、張代兒、陳欽飛

FG06000051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12-0000

34.84 錢阿象 張漢正、張文正、張明正、張玖妹、張國泰、張國隆、段張莉莉、黃張美玲、張麗

華、張吳如鳳、張霓雲、張代兒、陳欽飛

FG06000051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12-0000

34.84 錢椿桂 張漢正、張文正、張明正、張玖妹、張國泰、張國隆、段張莉莉、黃張美玲、張麗

華、張吳如鳳、張霓雲、張代兒、陳欽飛

FG06000051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12-0000

34.84 錢椿波 張漢正、張文正、張明正、張玖妹、張國泰、張國隆、段張莉莉、黃張美玲、張麗

華、張吳如鳳、張霓雲、張代兒、陳欽飛

FG06000051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12-0000

104.7 黃添丁 林陳錦昭FG06000051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0-0000

104.7 黃健男 林陳錦昭FG06000051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0-0000

94.71 紀勝川 林陳錦昭FG06000051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5-0000

94.71 紀林素美 林陳錦昭FG06000052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5-0000

94.71 紀雪娥 林陳錦昭FG06000052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5-0000

94.71 紀曾雄 林陳錦昭FG06000052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5-0000

94.71 紀閎騵 林陳錦昭FG06000052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5-0000

48.57 紀勝川 楊省三、楊省三、楊郭杏、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郭杏、楊

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

碧霞、蘇楊碧霞、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

碧真、楊坤地、楊坤地

FG06000052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6-0000

48.57 紀林素美 楊省三、楊省三、楊郭杏、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郭杏、楊

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

碧霞、蘇楊碧霞、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

碧真、楊坤地、楊坤地

FG06000052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6-0000

48.57 紀雪娥 楊省三、楊省三、楊郭杏、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郭杏、楊

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

碧霞、蘇楊碧霞、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

碧真、楊坤地、楊坤地

FG06000052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6-0000

48.57 紀曾雄 楊省三、楊省三、楊郭杏、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郭杏、楊

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

碧霞、蘇楊碧霞、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

碧真、楊坤地、楊坤地

FG06000052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6-0000

48.57 紀閎騵 楊省三、楊省三、楊郭杏、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郭杏、楊

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

碧霞、蘇楊碧霞、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

碧真、楊坤地、楊坤地

FG06000052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626-0000

426.13 黃添丁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2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黃健男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秀芳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惠敏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志鴻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177.77三重巿 長壽段 1260-0000 林部洲 汪銘細、汪銘芳、汪金雄、汪盈甫、汪張金米、汪漢全、汪漢榮、汪漢中、汪漢霖、

汪柯紅綢、汪添財、汪添富、汪添發、汪添益、汪黃飄娥、汪智彊、汪義宗、汪智

能、汪義隆、汪志名、汪海堂、汪啟東、汪啟裕、汪水龍、汪坤龍、李汪秋月、歐汪

秋香、汪勇、陳汪金蘭、蘇汪隆子、汪秀子、李汪金玉、謝汪匏

FG060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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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8

1/8

1/8

1/8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426.13 林惠儀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陳林清連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勝昌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宋林雪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滿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榮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3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美麗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陳富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楊油甘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楊明珠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楊明秀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楊明琴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楊明華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李雪華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陳國雄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4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汪春波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黃墩仁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紀勝川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紀林素美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紀雪娥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紀曾雄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紀閎騵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黃進陽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7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劉俊發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FG060000558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1.89 劉俊發 林國雄FG060000559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9-0000

6.83 黃墩仁 林國雄FG06000056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0-0000

9.79 陳富 林國雄FG060000561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1-0000

9.79 楊油甘 林國雄FG060000562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1-0000

9.79 楊明珠 林國雄FG060000563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1-0000

FG060000564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1-0000 楊明秀 林國雄

9.79 楊明琴 林國雄

福德北段 0135-0000

0711-0000

9.79

FG060000565 三重巿 文化北段

30.87FG06000056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135-0000

FG060000567 三重巿

陳扁 柯林春娥

30.87 陳心 柯林春娥

30.64 陳過房 陳秀華FG06000056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136-0000

30.64 陳成吉 陳秀華FG06000057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136-0000

28.08 李鐘 李棟樑、李棟營、李棟穗、李棟柱、李棟堃FG06000057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166-0000

54.66 陳家達 李柱、李基、李吉、李金龍、李金光、李金萬、李世明、李昭慶FG06000057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28-0000

54.66 陳文鐘 李柱、李基、李吉、李金龍、李金光、李金萬、李世明、李昭慶FG06000057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28-0000

55.18 陳炎聲 李柱、李基、李吉、李金龍、李金光、李金萬、李世明、李昭慶FG06000057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29-0000

22.05 許祥旋 李柱、李基、李吉、李金龍、李金光、李金萬、李世明、李昭慶FG06000057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32-0000

48.96 許祥旋 莊見成FG06000057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47-0000

FG060000566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11-0000 9.79 楊明華 林國雄

FG060000540 三重巿 文化北段 0708-0000 426.13 林美麗 吳英輝、汪張彩雲、林國雄、汪佳興、汪建池、李雪華、黃進陽、黃墩仁、劉俊發、

詹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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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37.6 蔡兩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7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59-0000

35.05 蔡兩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57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0-0000

646.95 蘇麗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7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646.95 蘇庚辛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646.95 蘇汀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646.95 蘇振義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陳蘇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李金保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李金英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0461-0000

646.95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0461-0000

646.95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646.95 蔡兩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79.92 蘇麗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蘇庚辛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蘇汀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蘇振義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646.95 陳義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8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三重巿 福德北段

FG06000058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0 646.95FG060000586

646.95

646.95

6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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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2/3

全部

1/1

全部

1/1

1/3

2/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496.14 陳兆麟

FG06000060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0 150.94 張李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150.94 三重鎮安亭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79.92 陳蘇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李金保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李金英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陳義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60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60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79.92 蔡兩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60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FG06000060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0

150.94 張李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0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0

FG06000060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0

FG06000060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3

154.86 張李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0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3

154.86 林陳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3

496.14 楊文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154.86 張李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79.92

154.86 三重鎮安亭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150.94 林陳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麟

哲、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

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0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2-0003

陳義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世南、陳義信、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俊

睿、邵俊清、陳石明月、邵幸雄、邵幸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

枝、邵秀子

FG06000059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46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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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1/4

1/8

1574.81 林阿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496.14 陳兆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496.14 劉志興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496.14 劉志輝

496.14 李梁淑卿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5-0000

139.85 劉志興 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見、邵永祥、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6-0000

139.85 劉志輝 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見、邵永祥、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6-0000

1574.81 楊進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1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謝顏玉妹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送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來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李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陳萬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陳兆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葉清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阿土

1574.81 林松富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2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振隆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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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81 林振煌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振輝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振福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振豐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振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文雲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游碧雪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吳阿珠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3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曾梁雪娥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張國雄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李月華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74.81 林錦坤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0

15.81 楊進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謝顏玉妹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送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來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李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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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1/4

1/8

1/8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1/4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阿土

15.81 陳萬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4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陳兆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葉清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阿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松富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振隆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振煌

15.81 林振輝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振福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振豐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5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振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文雲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游碧雪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吳阿珠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曾梁雪娥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張國雄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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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1/4

1/4

1/4

1/4

全部

1/1

全部

1/1

35.77 林阿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15.81 李月華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15.81 林錦坤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賓、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7-0001

35.77 楊進財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6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謝顏玉妹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林送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林來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李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陳萬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陳兆麟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葉清力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林阿土

35.77 張明通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7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蔡新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葉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李牡丹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蔣陳阿香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曾梁雪娥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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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35.77 張國雄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李月華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35.77 林錦坤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邵永泗、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68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08-0000

7.42 黃林新 蔡文雄FG06000068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1-0000

0.61 黃林新 蔡文雄FG06000068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3-0000

12.59 黃林新 蔡文雄FG06000069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3-0001

23.81 黃金英 蔡文雄FG06000069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5-0000

23.81 楊根土 蔡文雄FG06000069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5-0000

23.81 黃撬 蔡文雄FG06000069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5-0000

22.29 黃金英 蔡文雄FG06000069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6-0000

22.29 楊根土 蔡文雄FG06000069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6-0000

22.29 黃撬 蔡文雄FG06000069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666-0000

28.77 洪錦坤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69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0

28.77 洪柏棋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69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0

5.04 洪錦坤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69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1

5.04 洪柏棋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70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1

46.56 洪錦坤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70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3

46.56 洪柏棋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70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3

220.4 洪錦坤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70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4

220.4 洪柏棋 李得川、李美麗FG06000070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24-0004

62.01 李溪 中華民國FG06000070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43-0000

2.33 李溪 中華民國FG06000070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43-0001

63.74 孫金海 王良、三重市FG06000070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63-0000

35.12 王妹妹 三重市FG06000070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79-0000

35.12 連玉宝 三重市FG06000070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79-0000

17.76 王妹妹 三重市FG06000071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80-0000

17.76 連玉宝 三重市FG06000071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780-0000

71.29 張莊阿愈 張平男、張國森、張復全、張復明、林建榮、林建興、丁林杉女FG06000071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69-0000

71.29 陳林玉英 張平男、張國森、張復全、張復明、林建榮、林建興、丁林杉女FG06000071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69-0000

48.53 張莊阿愈 楊美女、陳素月、陳文和、陳文通FG06000071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0-0000

48.53 陳林玉英 楊美女、陳素月、陳文和、陳文通FG06000071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0-0000

10.68 張莊阿愈 楊美女、陳素月、陳文和、陳文通FG06000071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1-0000

10.68 陳林玉英 楊美女、陳素月、陳文和、陳文通FG06000071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1-0000

10.68 張慶順 楊美女、陳素月、陳文和、陳文通FG06000071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1-0000

143.54 張莊阿愈 翁蕭存、翁旻弘、翁旻申、翁雅郁FG06000071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2-0000

143.54 陳林玉英 翁蕭存、翁旻弘、翁旻申、翁雅郁FG06000072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2-0000

143.54 張慶順 翁蕭存、翁旻弘、翁旻申、翁雅郁FG06000072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2-0000

143.54 翁琪德 翁蕭存、翁旻弘、翁旻申、翁雅郁FG06000072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0872-0000

0.75 朱武彥 呂江杏、朱天來FG06000072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0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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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3/5

2/5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009.18 林進德 林春平、余玉梅FG060000759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2-0000

28.45 吳振珪 三重市FG06000073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286-0000

1009.18 林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58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2-0000 1009.18 林春平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57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2-0000

17.15 林進德 舍人公

FG060000756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2-0000 1009.18 林郭匏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55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1

17.15 林 舍人公

FG060000754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1 17.15 林春平 舍人公

FG060000753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1

1054.31 林進德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52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1 17.15 林郭匏 舍人公

FG060000751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0

1054.31 林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50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0 1054.31 林春平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49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0

412.69 郭金竹 林火仔、李政江、林得榮、林光明、林茂夫、林彥助、姚忠平、吳冬惠、蘇俊榮、蘇

俊龍、蘇俊威、謝桂榮、侯源達、郭威風、蘇潘明貞、簡志清、陳和雄、姚宏雄、陳

靜雄、陳建藏、孫啟雄

FG060000748 三重巿 大同南段 1381-0000 1054.31 林郭匏 林春平、余玉梅

FG060000747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626-0000

71.73 郭金竹 林得榮、李政江、林火仔、林光明、林茂夫、林彥助、姚忠平、吳冬惠、蘇俊榮、蘇

俊龍、蘇俊威、謝桂榮、侯源達、郭威風、蘇潘明貞、簡志清、陳和雄、姚宏雄、陳

靜雄、陳建藏、孫啟雄

FG060000746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625-0004 23.33 郭金竹 林得榮、李政江、林火仔、林光明、林茂夫、林彥助、姚忠平、吳冬惠、蘇俊榮、蘇

俊龍、蘇俊威、謝桂榮、侯源達、郭威風、蘇潘明貞、簡志清、陳和雄、姚宏雄、陳

靜雄、陳建藏、孫啟雄

FG060000745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625-0002

227.47 郭金竹 林得榮、李政江、林火仔、林光明、林茂夫、林彥助、姚忠平、吳冬惠、蘇俊榮、蘇

俊龍、蘇俊威、謝桂榮、侯源達、郭威風、蘇潘明貞、簡志清、陳和雄、姚宏雄、陳

靜雄、陳建藏、孫啟雄

FG060000744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625-0001 112.84 郭金竹 林得榮、李政江、林火仔、林光明、林茂夫、林彥助、姚忠平、吳冬惠、蘇俊榮、蘇

俊龍、蘇俊威、謝桂榮、侯源達、郭威風、蘇潘明貞、簡志清、陳和雄、姚宏雄、陳

靜雄、陳建藏、孫啟雄

FG060000743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625-0000

45.08 林松官 陳義田

FG060000742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474-0000 45.08 曹恆魁 陳義田

FG060000741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474-0000

45.08 楊文彬 陳義田

FG060000740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474-0000 45.08 楊文宗 陳義田

FG060000739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474-0000

伍李蕙芳

FG060000738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162-0000 2.69 劉西湖 中華民國

FG060000737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127-0000

22.76 李家八

22.76 李呂滿

伍李蕙芳

15.68 郭呂碧

FG060000736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127-0000

FG060000735 三重巿 大同南段 0007-0000 三重市

0.75 朱明福 呂江杏、朱天來FG060000724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061-0000

72.87 朱武彥 呂江杏、朱天來FG060000725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062-0000

72.87 朱明福 呂江杏、朱天來FG060000726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062-0000

60.74 張熾昌 林永洲、李義雄、林太平、李月雲、李彬誠、陳炳良FG060000727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135-0000

114.04 林正益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728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154-0000

114.04 林榮記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729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154-0000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730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154-0000 114.04 林憲治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731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160-0000 115.17 黃阿蕊

三重市FG060000732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276-0000 222.65 何節用

三重市FG060000733 三重巿 福德北段 1277-0000 201.92 何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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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1839.16 楊宗和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4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李輝耀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3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李榮峯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2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游立鵾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1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林錡漳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0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陳春美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9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鄭新琛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8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鄭田玉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7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陳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6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林鳳輕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5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林棋添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4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謝祖祥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3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林忠發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2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陳錫傳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1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葉林月桂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60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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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2

1/2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2/7

1/7

1/7

1/7

1/7

1/7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2/7

1/7

1/7

1/7

1/7

1/7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96.7 鄭足 林滄廩、王進興、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

張櫻櫻、張珊珊、王洪品、林土益、林土城、黃保錫

FG060000808 三重巿 光興段 0614-0000

83.14 李許月德 李許月德、李財明、李財福、李財榮、李財益、李財義、李財發、許李碧娥

FG060000807 三重巿 光興段 0614-0000 196.7 陳齊 林滄廩、王進興、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

張櫻櫻、張珊珊、王洪品、林土益、林土城、黃保錫

FG060000806 三重巿 光興段 0418-0000

3.89 杜麗鶯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5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3.89 杜麗絹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4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3.89 杜存益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3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3.89 杜琍源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2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3.89 杜曾詠雪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1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3.89 杜存仁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800 三重巿 光興段 0388-0000

72.59 謝進松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9 三重巿 光興段 0380-0000 66.5 黃謹治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8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陳文賓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7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林榮華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6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王清芝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5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鄒久誠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4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黃再傳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3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莊桃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2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47.89 杜麗絹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91 三重巿 光興段 0374-0000 72.59 楊德清 林記、林賴寶、陳婷婷、陳瑩芬、陳冠綸、林新堯、林新欽、林明助

FG060000790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47.89 杜琍源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89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47.89 杜麗鶯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88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47.89 杜存仁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87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47.89 杜存益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86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37.74 李春山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85 三重巿 光興段 0306-0000 47.89 杜曾詠雪 李芳成、胡家琴、中華民國

FG060000784 三重巿 光興段 0301-0000

170.32 李銀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83 三重巿 光興段 0300-0000 170.32 李朝芬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82 三重巿 光興段 0300-0000

164.1 曾振忠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81 三重巿 光興段 0289-0000 164.1 張凱斌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80 三重巿 光興段 0289-0000

1839.16 李朝芬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9 三重巿 光興段 0289-0000 164.1 陳碧蓮 李芳成、胡家琴、張鈺美

FG060000778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周火泉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7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李春山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FG060000776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FG060000775 三重巿 光興段 0281-0000 1839.16 鄭秋芬 張陳好、林福生、張文鋒、許楊雪貞、黃和者、白永堂、蔡王阿嬌、蔡許罔、黃禎

祥、林和發、陳萬爐、陳文烈、莊昭勝、李玉霞、黃東和、楊丕儀、楊維新、楊省

三、盧蔡隆、許正明、洪足、陳賜德、陳炎輝、廖朝生、廖游明惠、高陳、黃美

雲、劉彩卿、楊郭杏、楊榮三、楊連興、楊月華、楊月卿、楊連盛、楊福吉、楊福

振、黃美淑、白慶祥、李玉泉、高育賢、洪文德、張木良、陳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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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姓名或名稱 權利範圍

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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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1/3

1/3

1/3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FG060000847 三重巿 光興段 0683-0000

119.78 郭欽鈿 中華民國

77.82 林永 中華民國

FG060000846 三重巿 光興段 0679-0000

119.78 曹毓禮 中華民國

FG060000845 三重巿 光興段 0679-0000 119.78 曹毓坤 中華民國

FG060000844 三重巿 光興段 0679-0000

119.78 林永 中華民國

FG060000843 三重巿 光興段 0679-0000 119.78 曹毓麟 中華民國

FG060000842 三重巿 光興段 0679-0000

131.06 鄭足 林滄廩、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張櫻櫻、

張珊珊

FG060000841 三重巿 光興段 0675-0000 131.06 鄭芋 林滄廩、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張櫻櫻、

張珊珊

FG060000840 三重巿 光興段 0675-0000

382.7 李金同 蘇建張、蘇聰明、蘇丁土、蘇清標、蘇文信、蘇文通、蘇子文、蘇子堅、蘇李、蘇

逸銘、蘇逸忠、蘇逸勝、蘇王芙蓉、蘇逸文、蘇逸進、蘇逸隆、蘇逸成、蘇美玉、蘇

俊傑、蘇文忠、蔡耀乾、蘇清波、蘇錦章、李蘇雲女、蘇雲蓮、蘇鳳嬌、蘇育民、蘇

逸民、蘇逸元、蘇怡文、蘇怡君、蘇雄一、蘇雄華、蘇雄勝、蘇雄達、蘇雄家、王蘇

美麗、蘇美娳、蘇耀源、蘇子堤、蘇聖文、蘇許禎、林慧雯

FG060000839 三重巿 光興段 0638-0000 382.7 呂溫桃 蘇清波、蘇錦章、李蘇雲女、蘇雲蓮、蘇鳳嬌、蘇育民、蘇許禎、林慧雯

FG060000838 三重巿 光興段 0638-0000

164.76 石朋山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7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呂溫桃 邵福材

FG060000836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莊阿好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5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石池山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4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蔡賦詩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3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楊碧松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2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黃水木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1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李金同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30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73.83 呂溫桃 邵福材

FG060000829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1 164.76 賴長生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8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石池山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7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石朋山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6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楊碧松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5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莊阿好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4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李金同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3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蔡賦詩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2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賴長生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1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173.83 黃水木 邵金龍、邵慶源、邵福材、邵明華、邵光明、邵明德

FG060000820 三重巿 光興段 0637-0000

414.26 石朋山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9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呂溫桃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

FG060000818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莊阿好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7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石池山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6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蔡賦詩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5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楊碧松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4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黃水木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3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賴雅薰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2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29.09 鄭足 林滄廩、王進興、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

張櫻櫻、張珊珊、王洪品、林土益、林土城、黃保錫

FG060000811 三重巿 光興段 0616-0000 414.26 賴長生 林明哲、林泰夫、林明輝、林明揚、賴俊明、賴麗華、賴秋玲、賴冬月、賴夏月

FG060000810 三重巿 光興段 0614-0001

FG060000809 三重巿 光興段 0614-0001 29.09 陳齊 林滄廩、王進興、黃順猛、張邱阿珠、張正顯、張君君、張正榮、張正宗、張正宏、

張櫻櫻、張珊珊、王洪品、林土益、林土城、黃保錫

FG060000848 三重巿 光興段 1008-0000 210.73 林盛德 臺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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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政府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

民國45年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土  地/建  物  標  示 登  記  名  義  人 土  地/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姓名或名稱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見其他登記事項

null/null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全部

1/1

FG06000085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FG06000084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1.79 盧雅卿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盧煌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威森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威豪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雅雲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5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瓊慧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6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041-0000 1.79 黃淑女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57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43-0000 101.08 葉麗瑛 葉明輝、葉崇德、葉旭芳、葉麗瑛、葉裕源

FG060000858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43-0000

FG06000086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43-0000 101.08 游永 葉明輝、葉崇德、葉旭芳、葉麗瑛、葉裕源

FG06000086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施黃牽治 林阿巧

FG06000086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褚興輝 林阿巧

FG06000086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褚文鷺 林阿巧

FG06000086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黃林阿罔 林阿巧

FG060000865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賴進福 林阿巧

FG060000866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64-0000 219.24 陳鐘城 林阿巧

FG060000867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378-0000 16.97 盧毛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FG060000868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41-0000 47.74 葉哖 林樑榮、林樑全、林耿輝

FG06000086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52-0000 53.89 陳鐘三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69-0000 43.05 許章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游紅英、邵永華、邵永利、邵永明、

邵淑琴、邵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

昆堯、邵文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

盛、邵世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

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0-0000 51.67 許章祿 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見、邵永祥、邵游紅英、邵永華、邵永利、邵永明、

邵淑琴、邵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

昆堯、邵文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

盛、邵世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

德、邵幸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0041-0000 1.79 盧雅卿 楊省三、楊省三、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

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月娥、楊月娥、楊陸塏、楊陸塏、蘇楊碧霞、蘇楊碧霞、

楊碧雲、楊碧雲、楊光輝、楊光輝、楊碧薰、楊碧薰、楊碧真、楊碧真、楊坤地、楊

坤地、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卿、楊月華、楊連興、楊連盛、楊榮三、楊月

卿、楊月華

101.08 葉旭芳 葉明輝、葉崇德、葉旭芳、葉麗瑛、葉裕源

FG06000085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143-0000 101.08 林欽鎰 葉明輝、葉崇德、葉旭芳、葉麗瑛、葉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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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06000087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1-0000 14.44 黃李城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1-0000 14.44 黃水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1-0000 14.44 黃李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5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2-0000 118.56 黃李城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6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2-0000 118.56 黃水土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7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472-0000 118.56 黃李發 邵永見、邵永祥、邵永泗、邵永、邵世南、邵永華、邵永利、邵淑琴、邵永明、邵

世棋、邵世國、邵明輝、邵黃梅、邵天送、邵永福、邵永全、邵昆隆、邵昆堯、邵文

女、邵文秋、邵文山、王友仁、王友義、王碧瓊、邵萬億、邵萬壽、邵萬盛、邵世

和、邵麟哲、邵阿銀、邵世團、邵世郎、邵俊睿、邵俊清、邵幸雄、邵幸德、邵幸

樹、邵幸正、邵重財、邵秀珠、邵秀枝、邵秀子

FG060000878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08-0000 12.19 何坑 伍李蕙芳

FG06000087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08-0000 12.19 張新 伍李蕙芳

FG06000088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08-0000 12.19 張福來 伍李蕙芳

FG06000088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徐吳燕卿 柯國淵

FG06000088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呂正妹 柯國淵

FG06000088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林張豊美 柯國淵

FG06000088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黃健二 柯國淵

FG060000885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吳三益 柯國淵

FG060000886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徐阿呅 柯國淵

FG060000887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連黃雪 柯國淵

FG060000888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姜貴珍 柯國淵

FG06000088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劉仁龍 柯國淵

FG06000089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郭創成 柯國淵

FG06000089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李吳月霞 柯國淵

FG06000089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吳李玉豊 柯國淵

FG06000089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何玉梅 柯國淵

FG06000089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吳旻哲 柯國淵

FG060000895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鄭惠娟 柯國淵

FG060000896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49-0000 423.14 柯國淵 柯國淵

FG060000897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徐吳燕卿 柯國淵

FG060000898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李莊德 柯國淵

FG060000899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黃相欽 柯國淵

FG060000900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何慶德 柯國淵

FG060000901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呂正妹 柯國淵

FG060000902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林張豊美 柯國淵

FG060000903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何玉梅 柯國淵

FG060000904 三重巿 福德南段 0850-0000 114.31 柯國淵 柯國淵

104.21 古金尚 林宗毅、林宗慶、林吟津、林吟洋、林吟洲FG060000905 三重巿 德新段 09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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