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JDWNJ4DU9FX，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5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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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0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45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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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75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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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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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2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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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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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2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JDWNJ4DU9FX，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5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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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54.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45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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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83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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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C7

7B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2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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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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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2㆞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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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50.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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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60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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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16

83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2㆞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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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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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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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50.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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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61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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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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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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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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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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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432.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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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62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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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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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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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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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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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7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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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84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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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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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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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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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9㆞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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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2,641.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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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85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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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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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29㆞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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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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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3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S533KW*A，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7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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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2,554.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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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86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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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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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3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6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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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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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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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3㈰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9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０㆞號
                    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２㆞號
                    合併㉂：０１８７－００１２、０１８７－００１３、０１８７－００１４
                    、０１８７－００１５㆞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８５－００１３、０１８５－００１４、０１８５－
                    ００１５、０１８５－００１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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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59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96961****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6120*****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532044****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846194****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588322***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329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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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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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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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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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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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611.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０㆞號
                    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２㆞號
                    合併㉂：０１８５－０００５、０１８７－００１９、０１８７－００２０
                    ㆞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８５－００１７、０１８５－００１８、０１８５－
                    ００１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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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18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420166****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36957*****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752780****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1197266***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9321711***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2464182***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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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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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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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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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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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3㈰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79.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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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60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96961****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6120*****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532044****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846194****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588322***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329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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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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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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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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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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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3㈰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19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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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61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96961****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6120*****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532044****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846194****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588322***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329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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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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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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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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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5㆞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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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3㈰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17.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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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62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96961****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6120*****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532044****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846194****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588322***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329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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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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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5㆞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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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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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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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3㈰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4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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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63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96961****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26120*****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532044****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846194****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588322***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8922620分之632979****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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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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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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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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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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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07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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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19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420166****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36957*****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752780****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1197266***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9321711***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2464182***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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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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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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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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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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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7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11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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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20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420166****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36957*****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752780****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1197266***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9321711***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2464182***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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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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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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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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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9㆞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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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05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45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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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21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420166****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36957*****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752780****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1197266***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9321711***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4193062分之2464182***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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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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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19㆞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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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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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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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2,566.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合併㉂：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
                    、０１８８－０００３、０１８８－０００４、０１８８－０００５、０１
                    ８８－００２６、０１８８－００２７、０１８８－００２８、０１８８－
                    ００２９、０１８８－００３０、０１８８－００３１、０１８８－００３
                    ２、０１８８－００３３、０１８８－００３４、０１８８－００３５、０
                    １８８－００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３７、０１８８－００３８、０１８８
                    －００３９、０１８８－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００４１、０１８８－００
                    ４２、０１８８－００４３、０１８８－００４４、０１８８－００４５、
                    ０１８８－００４６、０１８８－００４７㆞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８７－０００１、０１８７－０００２、０１８７－
                    ０００３、０１８７－０００４、０１８７－０００６、０１８７－０００
                    ７、０１８７－０００８、０１８７－０００９、０１８７－００１０、０
                    １８７－００１１、０１８７－００１２、０１８７－００１３、０１８７
                    －００１４、０１８７－００１５、０１８７－００１６、０１８７－００
                    １７、０１８７－００１８、０１８７－００１９、０１８７－００２０、
                    ０１８７－００２１、０１８７－００２２、０１８７－００２４、０１８
                    ７－００２５、０１８７－００２６、０１８７－００２７、０１８７－０
                    ０２８、０１８７－００２９、０１８７－００３０㆞號                
                    合併㉂：０１８７－０００７㆞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８７－００３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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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22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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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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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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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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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31㆞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W*T7MNSW2，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24892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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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6㈪01㈰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2,526.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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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10323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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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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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所㈲權個㆟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31㆞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6㈪15㈰11時59分                                頁次：2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債務㆟及債務額比例：殷宥鈞，債務額比例全部、吳姵螢，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設定義務㆟：吳姵螢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6 0185-0007 0185-0013
                             0185-0014 0185-0015 0185-0016
                             0185-0017 0185-0018 0185-0019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8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7-0031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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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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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
栗
縣
通
霄
地
政
事
務
所

02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2㆞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RTPX!RU7KKP，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6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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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4㈪2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27.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５－００００㆞號
                    合併㉂：０１８７－００２６㆞號
                    合併㉂：０１８７－０００９、０１８７－００２１、０１８７－００２２
                    、０１８７－００２４、０１８７－００２５㆞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１８５－０００３、０１８５－０００４、０１８５－
                    ０００５、０１８５－０００６、０１８５－０００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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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4㈪09㈰                         登記原因：交換
      原因發生㈰期：民國104年03㈪22㈰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8277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6574931分之154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11773827分之23094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11773827分之4704031***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11773827分之7481567***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11773827分之58250225**
      104年03㈪     ******5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2771分之954*******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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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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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5-0002㆞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2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6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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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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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RTPX!RU7KKP，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6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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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2,529.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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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65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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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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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8㆞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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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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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RTPX!RU7KKP，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6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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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314.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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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73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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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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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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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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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RTPX!RU7KKP，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6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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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10.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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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74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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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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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17㆞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4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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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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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MGWLGDR79W，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3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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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3年12㈪2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06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８－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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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20
      登記㈰期：民國103年10㈪23㈰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0㈪13㈰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3通苑㈾字第019316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2********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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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20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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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3㆞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2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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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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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MGWLGDR79W，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3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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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3年12㈪2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0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８－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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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20
      登記㈰期：民國103年10㈪23㈰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0㈪13㈰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3通苑㈾字第019317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2********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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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20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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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4㆞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2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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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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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5㆞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MGWLGDR79W，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63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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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3年12㈪2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583.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８－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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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20
      登記㈰期：民國103年10㈪23㈰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0㈪13㈰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3通苑㈾字第019318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2********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13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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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20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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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8-0025㆞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10分                                頁次：2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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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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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3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博裕㈯㆞開發㈲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AJGGUGC7!K，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通霄㆞政事務所  主  任    呂廷堯       
      通霄電謄字第018171號
      ㈾料管轄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苗栗縣通霄㆞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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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4年02㈪17㈰                      登記原因：分割
      ㆞    目：林                   等則：08          面    積：****1,222.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山坡㆞保育區                         使用㆞類別：農牧用㆞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54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１８７－０００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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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18
      登記㈰期：民國104年01㈪20㈰                         登記原因：夫妻贈與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29㈰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通苑㈾字第003663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67.2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07㈪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分之1445******
      103年08㈪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1271******
      103年08㈪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403370分之25889*****
      103年10㈪     ******3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53528*****
      103年10㈪     ******42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524381分之416760****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價備註事㊠：其他夫妻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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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通苑㈾字第05578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03㈰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苗栗縣㆔義鄉農會                                            
        統㆒編號：49020502                            
        住    址：苗栗縣㆔義鄉廣盛村㆗正路８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所負之借款、保證、連帶保證、票
                          據、透支、墊款、信用卡消費款債務，包括本㈮及其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０㈪２８㈰。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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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㆒類謄本（㆞號全部）

          苑裡鎮芎蕉坑段 0187-0006㆞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9㈰12時34分                                頁次：2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辦理債務㆟與抵押權㆟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並㉂
                        墊付之㈰起依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之利息費用。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18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4通苑㈾字第000302號
      共同擔保㆞號：芎蕉坑段 0185-0002 0185-0003 0185-0004
                             0185-0005 0185-0006 0185-0007
                             0187-0000 0187-0001 0187-0002
                             0187-0003 0187-0004 0187-0006
                             0187-0007 0187-0008 0187-0012
                             0187-0013 0187-0014 0187-0015
                             0187-0016 0187-0017 0187-0018
                             0187-0019 0187-0020 0187-0027
                             0187-0028 0187-0029 0187-0030
                             0188-0023 0188-0024 0188-0025
      其他登記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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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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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