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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 185地號市場用地(含建築物) 

現況租賃契約書 

招標機關：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以下簡稱機關) 

得標廠商：                       (以下簡稱廠商) 

雙方訂立下列條款，以資信守。 

第一條：租賃標的物與使用限制： 

一、租賃標的物： 

(一)土地： 

坐落於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 185 地號土地，基地面積

1,916.30 平方公尺。  

(二)建物(使用執照 92工建使字第 1113號)： 

為地上 1 層 SRC、鋼骨造建物，門牌編號臺中市大里區

新里里永隆路 30 號，依使用執照用途為 1 樓市場、機

械室及辦公室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834.36平方公尺。  

二、使用限制： 

(一) 標的物使用經營應依使用執照用途、零售市場管理條

例及都市計畫法規定，但如涉及須辦理使用用途檢討

變更，應由廠商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等相關法規自費辦理。 

(二) 廠商經營時，得劃分設置攤、鋪位、專櫃招商經營，

但均不得將一部或全部承租經營權利轉租、轉借、頂

讓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三) 標的物使用範圍，公共空間及公共設施（如：騎樓、

公共通道、停車空間、機房、配電室及廁所等），無

論廠商是否有使用，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管理維護，

其所需之水電、設備維護、保養及修繕費用，由廠商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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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廠商經營應開放供大眾消費，如經機關同意依相關法

令辦妥使用項目之用途變更後，廠商應依變更後之用

途使用經營，不得違規。 

(五) 廠商不得自行或提供他人設置以售電為目的之太陽光

電發電設施(備)，但經營所需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備)，且經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如機關有於標的

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備)之需求，廠商應配合辦

理。 

第二條：租賃期間： 

一、租賃期間 3 年，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日止，契約存續期間屆滿前 3 個月，廠商得以書面表示

續約，符合下列續約條件之一，並經機關同意者，得續約

一次，續租期間最長 2年。 

(一) 機關考核營運績效，平均分數 70 分以上者。 

(二) 無違約情事或有違約經機關限期已改善者。 

(三) 依市場現況，續約有利於現場管理或公共利益者。 

二、期間內，廠商因故無法繼續經營時，得經機關同意後提前

終止契約，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及已繳納租金不予發還，

廠商應無條件返還經營權。 

三、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機關不另行通知，廠商不得

主張不定期租賃，或要求任何補償。契約期滿，本案標的

物由機關收回自行處理，廠商不得異議。廠商如拒不交還，

應逕受強制執行並沒入全部履約保證金，以作為懲罰性違

約金。 

第三條：租金繳納及其相關規定： 

一、租賃期間 3 年，月租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繳納方式

以每 6 個月為一期，每一期繳納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

第一期自契約起始日起 30 日內繳納完畢，其餘各期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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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各期第一個月內繳納完畢。 

二、廠商應在前款租金繳納日期前，逕向機關(臺中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市場管理科)領取繳款書，並在限期內向指定收

款銀行繳納，如逾期繳納，機關得以下列之規定，計算遲

延違約金，廠商絕無異議： 

(一) 逾期未滿 1 個月者，照欠額加收 2%。 

(二) 逾期 1個月以上，未滿 2個月者，照欠額加收 4%。 

(三) 逾期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者，照欠額加收 8%。 

(四) 逾期 3個月以上者，一律照欠額加收 10%。 

三、廠商應繳納之租金或遲延違約金，逾期 3 個月以上未繳納

時，機關除追繳使用期間租金及遲延違約金外，得終止契

約，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 

第四條：房屋稅與地價稅由機關負擔，其餘廠商經營應納之稅捐、水

電費、維護費、修繕費、清潔清運費、因營運所需相關費用

及應依法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消防安全檢查，財物損失險、

公共意外責任險等均由廠商負擔。 

第五條：租賃期間，建築物結構安全之維修，得由廠商提出經公正第 

三方簽證之建築物結構安全檢測報告後，由機關負責，而設

施設備及耗材之維修更換、建築公安、消防定期申報檢修及

電氣設備維護保養等費用，則由廠商負責。 

第六條：為便利水電費之處理，租賃期間廠商得申請更改水電登記用

戶名稱，機關同意協辦。但於返還標的物之同時，廠商應負

責變更回復原登記用戶名稱。 

第七條：本案標的物(包括附屬設備如附明細表)在租賃期間內，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維護，除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

之情事致發生毀損滅失外，其餘之損害概由廠商負責回復原

狀及負損害賠償責任，如因此致機關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機

關請求損害賠償，廠商應賠償機關之損失，廠商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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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案標的物以現狀出租，期間廠商因營業、管理需要必須改

善或改建時(包含增添、更換內部設備與裝潢)，概由廠商自

行規劃設置，應事先繪製圖說，提送工程計畫書徵得機關同

意，並經建築管理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一切費用概由廠商

負擔。如需機關協辦事項，機關在法令規定範圍內得以協

助。 

一、相關改善或改建工程，不得損及原建築物結構體之安全，

違反時經機關通知，逾期未恢復原狀或改善，機關得終止

契約收回標的物，廠商並應賠償機關所受損害。 

二、相關改善或改建工程所增添、更換之設備或裝潢，在返還

標的物時，應無條件歸屬機關所有，但機關認須遷移清除

部分，廠商應無條件遷移清除。 

第九條：履約保證金： 

一、廠商應繳納履約保證金共新臺幣       元整，於契約公

證日前繳納完畢。 

二、廠商於租賃期限屆滿前申請終止契約或可歸責於廠商之

事由，而終止契約者，其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

廠商不得要求扣抵租金、違約金或任何費用。 

三、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並完成點交，如無待解決事項者，除

廠商違約依規定需扣除履約保證金之情形外，若無需付任

何賠償或給付義務時，機關無息發還。 

四、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日之次日，廠商應無條件清空、點交

並返還場地及附屬設備予機關，違反者，機關得逕予沒收

已繳交之全部履約保證金，以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第十條：本案標的物之使用及貨品經營，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廠商應於營業前自行辦妥營業登記或機關團體設籍登記，

並應於簽約之日起 30 日內提送修正後之營運計畫書，提

送內容如有變動，應再報經機關審核，並應於契約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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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四個月內開業經營，開業後不得停業，但有特殊情事無

法開業或須暫停營業，報經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廠商對貨品之經營，除應開放對外營業供一般市民(消費

者)購買外，陳售貨品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並應隨時

接受機關業務之指導與查察。 

三、廠商不得有妨礙衛生、清潔、違反公共安全或清潔秩序之

行為；非飲食攤鋪位禁止在攤鋪位使用生火器具，且需明

訂用火安全須知；生鮮、飲食攤鋪位，應設置油脂截流器；

飲食攤鋪位，應提供消費者非一次性使用之餐具，禁止提

供免洗餐具。 

四、本案標的物外圍走廊，騎樓(人行道)退縮地、屋頂等不得

違法搭建或任意使用，違者除依法取締外，機關要求限期

恢復原狀逾期未恢復原狀者，機關得終止契約，收回標的

物，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 

五、廠商應維護標的物硬體設施並整修市場門面及招牌、執行

坐落基地範圍內之落葉清除及垃圾不落地等環境綠美化、

定期公廁維護及配合消毒作業，且貨車不得停放永隆一

街。 

六、配合臺中市政府智慧節電政策，於營運計畫書訂定節電計

畫送機關審查，並依計畫執行。 

第十一條：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機關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者，廠商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陸萬元，經機關懲 

罰 3次或認為違規情形嚴重者得終止契約，收回標的物， 

廠商不得向機關請求任何損害賠償或補償： 

(一) 廠商違反本契約約定，經機關限期改善，廠商逾期

仍未改善。 

(二) 廠商未經機關同意任意裝修損及原建築物設備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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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體。 

(三) 廠商擅自停業或未於簽約之日起四個月內開業經營，

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開業或需暫停營業，報經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四) 廠商將一部或全部承租經營權利轉租、轉借、頂讓

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五) 廠商限制營業對象或陳售貨品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六) 廠商對本案標的物未投保足額公共意外責任險、未

辦理契約公證、未定期申報建築物公安及消防設備

檢驗。 

(七) 廠商將騎樓(人行道)退縮地、防空避難空間、屋頂

等出租謀利或搭蓋違章建築任意使用。 

(八) 廠商使用此標的物或設施違反政府有關法令或政

策。 

(九) 廠商因維護不良、經營不善或無故停止營業，足以

影響公共安全或公眾利益。 

(十) 未於簽約之日起 30日內提送修正後營運計畫書。 

(十一) 容許違規設攤營業或限制消費對象。 

(十二) 廠商未配合辦理機關指示事項。 

(十三) 違反契約規定，情節重大。 

(十四) 其他違反法令規定。 

二、廠商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逾期 6 個月以上未繳納者，機

關得終止契約，收回標的物，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 

第十二條：本約承租廠商不得作財務或債務上之質押或抵押，及不利

於機關之各項負擔或行為。 

第十三條：返還標的物： 

一、詳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 185 地號市場用地(含建築物)現

況租賃案點交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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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如於租賃期間屆滿或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仍有營業

行為者，依營業日數逐日收取 3 倍每日使用補償金。每

日使用補償金以月租金額除以 30 日計算。 

第十四條：廠商在租賃期間，負責人(含董事長、總經理)、地址（法

人所在地、人民團體會址或商業所在地）有變更或資本變

更，均應隨時函告機關，否則不得以其變更對抗機關，機

關依原地址送達，如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一次投

遞之日期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第十五條：本案標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終止契約，依法

處理，廠商不得異議： 

一、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 

二、因政策需要或配合都市計畫變更需要，必須收回。 

三、廠商使用標的物或設施違反政府有關法令或政策。 

四、廠商因維護不良、經營不善或無故停止營業，足以影響

公共安全或公眾利益。 

五、因辦理標的物修補、拆除、重建等工程，機關需收回或

廠商拒不配合辦理者。 

六、違反法令或其它契約約定之情形。 

七、廠商應負責管理攤商，並應要求攤商遵守零售市場管理

條例及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規定時，經機關通知廠商責

請攤商限期改正，超過三次(含)以上，屆期未改正者。 

第十六條：應逕受強制執行事項：廠商如不按期給付租金、違約金或

機關代為支付水、電費等費用，與租賃期間屆滿，不交還

標的物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另有關租金、違約金或機關

代為支付水、電費等費用強制執行之規定，亦及於連帶保

證人。 

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應負法律上之連帶責任，並不得主張先

訴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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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訂約完成，並依公證法規定辦理公證始生效力，所

需公證費用概由廠商負擔，廠商不得拒絕履行公證義務。 

第十七條：本案標的物附屬設備：照明設備、空調設備、消防系統、

機電設施系統、給(排)水系統等承租範圍內設備，機關重

申以現狀租賃，如設備機件、管線老舊、損壞或短缺，牆

壁、屋頂或地板漏水、滲水，所需修復項目及經費，概由

廠商慎重從公安、消防、營業等需求評估，自費處理，機

關不負責修復。 

第十八條：附則： 

一、廠商應隨時接受機關督導、考核、觀摩、進場瞭解營運

狀況及設備維護等事宜。 

二、廠商於租賃期間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促銷活動及製作一支

影片行銷宣傳市場。 

三、廠商營業行為或銷售之商品，如違反規定受主管機關處

罰或損及消費者安全、健康或權益時，廠商應負一切法

律責任及損害賠償，與機關無涉。因廠商之營業行為或

銷售服務致機關遭受任何損壞或賠償時，應由廠商負責

處理。 

四、廠商不得以機關代理人或代表之名義或受任人、受僱人

之身分對外為任何法律行為，廠商不得以前揭僱用職員

或對外承擔、承諾債務或擔任保證等事宜。 

五、就本契約之履行及各項義務之遵守，廠商之受僱人及任

何使用本案標的物之使用人如有故意過失情事時，視為

廠商之故意過失。 

六、機關對於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務損

失，不負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務損失之風險，

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七、廠商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機關對於履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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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八、經營期間如發生糾紛或損害賠償或罰款等民事、刑事或

行政責任時，與機關無涉，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九、租賃期間廠商須防範性騷擾事件發生，應訂定性騷擾防

治原則，設立申訴管道、懲處辦法、教育訓練方案及其

他相關措施。 

十、經機關規劃於標的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備)系統時，

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並應配合得標廠商所有設置   

有關事宜。 

十一、機關如對標的物設施(備)進行改善工程時，廠商應配合

辦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亦不得要求減繳租金或求

償。 

十二、為推廣無菸消費空間及配合菸害防治法施行，標的物

範圍內全面禁菸。 

第十九條：本租賃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民法、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

出租及委託經營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或由雙方協議

之。 

第二十條：本案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本案契約一式 8 份，正本 2 份由機關、廠商雙方各執一

份為憑、副本 6 份，機關 3 份、廠商 1 份備查、另 2 份

辦理公證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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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機      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  表  人：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5樓 

電      話：(04)22289111 轉 31500 

 

廠      商：  

統 一 編號： 

地      址：  

電      話： 

法定代理人：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廠商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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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 185地號市場用地(含建築物)財產明細表 

一、 土地： 

坐落於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 185 地號土地，基地面積 1,916.30

平方公尺。 

二、 建物(使用執照 92工建使字第 1113號)： 

為地上 1 層 SRC、鋼骨造建物，門牌編號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永

隆路 30號，依使用執照用途為 1 樓市場、機械室及辦公室使用，

總樓地板面積 834.36平方公尺。 

三、 附屬設備： 

(一)照明設備 

   (二)消防系統 

   (三)機電設施系統 

   (四)給(排)水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