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裝 

訂 

全損報廢車輛殘體拍賣公告 

一、 公開標售本公司全損報廢車輛殘體計 21 輛，明細如後表，以保管場現況交車，

為避免交車爭議，請逕往車輛標售資訊所載保管廠勘車，本公司不負瑕疵擔

保責任，歡迎踴躍競標。 

二、 開標日期及地點：民國 111年 07月 11日 10時整於新光產物保險台北總公司。 

      截止投標日期：民國 111 年 07月 08日(週五) (最遲需於本日下班前寄達) 

三、投標方式採郵寄標購，標購單請於收件截止日前送達(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

段 15號 11F，財務部陳俊育收，聯絡電話 02-25075335*317)，逾時收件者無權

參與標售。針對不同項次標的物之標單需分別填寫，並於封存信封外標示為招

標文件，如同一廠商同時競標多項標的，在標單分別填寫完成後可統一封存寄

出，寄出後請自行確認是否投標成功。 

四、每標以超過底價並最高者得標，兩人以上平標時，以現場抽籤方式決定，抽籤

過程以錄影存證。 

五、得標者為開標最高價者，承辦人於當日簡訊或電話通知得標者，得標者須於開

標公告三個工作日內即 111 年 07 月 14 日前完成匯款。標售車輛存放位置或匯

款疑問可洽本次 經辦葉 士文 ，聯絡電話 02-25075335*522 。 (Email: 

ski97220@skinsurance.com.tw) 

六、本公司全損報廢標售殘體一經標售概不退款，如得標者棄標，以開標後第二順

位優先替補(仍須高於底標金額)。 

七、本公司因採郵寄標購，不收押標金，無正當理由棄標者，將停止該投標者參與

後續投標資格一年。 

八、標售車輛均以尋回時現狀標售，其修理費用亦由得標者自理。 

九、保管/停車費/拖吊費得標者自行支付給車輛保管廠。 

十、本次車輛標售資訊如附件所載，惟車輛損照僅為參考，以保管場現況交車，為

避免交車爭議，請逕往車輛標售資訊所載保管廠勘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部 陳俊育 敬啟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6  月   30  日 

 

 

 



 

裝 

訂 

※車險殘體標售作業拍賣標單  下載 

項

次 

標售

編號 
年份 廠牌 車型 

車輛 

種類 

排氣

量 
停放地點 聯絡電話 

拖管

費 
車號 備註 

1 A0039 2018 TOYOTA VIOS 自小客 1496 蘭陽汽車 03-9286699 5,000 AUE-7117 鑰匙*1 

2 A0045 2021 
LAND 

ROVER 
DISCOVERY 自小客 1997 尚信汽車 0919-227226 5,000 BNP-8268 鑰匙*1 

3 A0056 2006 BENZ CLS350 自小客 3498 尚信汽車 0919-227226 5,000 ATE-2265 鑰匙*1 

4 A0057 2020 MAZDA MAZDA 3 自小客 1998 捷北汽車 0915-889939 5,000 BFW-1629 鑰匙*1 

5 A0058 2019 HONDA HRV 自小客 1799 捷北汽車 0915-889939 5,000 BEF-2222 鑰匙*2 

6 B0032 2008 INFINITY   自小客 3696 捷北汽車 0915-889939 5,000 3700-VS 鑰匙*2 

7 B0033 2008 BENZ S350 自小客 3498 捷北汽車 0915-889939 5,000 1688-VF 鑰匙*2 

8 B0034 2021 SUBARU FORESTER 客貨車 1995 捷北汽車 0915-889939 5,000 BMR-3239 鑰匙*1 

9 B0035 2018 本田 HRV 自小客 1799 永富汽車 03-5533660 5,000 AYE-5216 鑰匙*1 

10 C0050 2021 本田 CB620R 
大型重

型機車 
649 

沙鹿福成

路 146號 
0912-849999 5,000 LGS-0012 鑰匙*0 

11 C0064 2013 福特 J87R-CMA 
自用小

客貨 
2261 景誠汽車 049-2332247 5,000 AHL-1298 鑰匙*1 

12 C0066 2009 國瑞 YARIS 自小客 1497 尚豪汽車 04-7632375 6,000 9789-ZH 鑰匙*1 

13 C0067 2016 NISSAN TIIDA 自小客 1598 尚豪汽車 04-7632375 6,000 AQC-1705 鑰匙*1 

14 D0034 2015 國瑞 YARIS 自小客 1497 連誠汽車 06-2573792 6,000 AWM-7727 鑰匙*1 

15 D0035 2009 國瑞 YARIS 自小客 1497 
明吉崧汽

車 
05-2838829 5,000 3785-YP 

環保單 

鑰匙*2 

16 D0041 2014 日產 SENTRA 
自小客

車 
1798 

明吉崧汽

車 
05-2838829 5,000 AHT-8612 鑰匙*1 

17 E0014 2020 日產 KICKS 自小客 1498 尚新汽車 07-3551678 5,000 BAB-5692 鑰匙*1 

18 E0018 2020 本田 CBR500R 
大型重

機 
471 尚新汽車 07-3551678 3,000 LAL-8320 鑰匙*1 

19 E0019 2021 東風小康 C32XB21SF 自小貨 1493 尚新汽車 07-3551678 5,000 BJT-6582 鑰匙*1 

20 E0020 2020 TOYOTY HILUX 自小貨 2755 尚新汽車 07-3551678 5,000 BDQ-0097 鑰匙*2 

21 E0022 2016 AUDI A335TFSI 自小客 1395 尚新汽車 07-3551678 5,000 BDZ-9278 
環保單 

鑰匙*1 

 

https://www.skinsurance.com.tw/ski/DocUpLoad/車險殘體標售作業拍賣標單.pdf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A0039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車 出廠日期:2018 

廠牌: TOYOTA 車號:VIOS 

排氣量: 1496cc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 蘭揚汽車         連絡電話:03-9286699 (接待游旻穎專員)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276號  

     3.鑰匙數量*1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A0045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2021 

廠牌: LAND ROVER    DISCOVERY 車號:BNP-8268 

排氣量:1997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 尚信汽車         連絡電話: 0919-277-226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2巷10號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A0056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2006 

廠牌: BENZ 車號:ATE-2265 

排氣量:3498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 尚信汽車         連絡電話: 0919277226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2巷10號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A0057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20 

廠牌: MAZDA3 車號:BFW-1629 

排氣量: 1998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捷北汽車         連絡電話: 0915889939 (白先生)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7段176巷123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晶片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A0058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19 

廠牌: HR-V 1.8S 車號:BEF-2222 

排氣量: 17997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捷北汽車         連絡電話: 0932-547-303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76巷123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2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B0032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08.10 

廠牌: NISSAN 車號:3700-VS 

排氣量: 3696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捷北汽車         連絡電話: 02-28103631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76巷123號 

     3.本案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2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B0033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08.04 

廠牌: BNEZ 車號:1688-VF 

排氣量: 3498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捷北汽車         連絡電話: 02-28103631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76巷123號 

     3.本案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2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B0034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21.07 

廠牌: SUBARU 車號:BMR-3239 

排氣量: 1995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捷北汽車         連絡電話: 02-28103631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76巷123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B0035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18.07 

廠牌: 本田 車號:AYE-5216 

排氣量: 1799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65,00 

     2.保管場名稱:永富汽車         連絡電話: 03-5533660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1432號  

     3.鑰匙數量*1 

     4.以現況交車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0%B8%E5%AF%8C%E6%B1%BD%E8%BB%8A+%E7%AB%B9%E5%8C%97&rlz=1C1OKWM_zh-twTW807TW807&oq=%E6%B0%B8%E5%AF%8C%E6%B1%BD%E8%BB%8A+%E7%AB%B9%E5%8C%97&aqs=chrome..69i57j0i546l5.2815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C0050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大型重型機車 出廠日期: 2021 

廠牌: HONDA  CB650R 車號:LGS-0012 

排氣量: 649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聯絡人李先生         連絡電話:0912849999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福成路 146號 

     3.鑰匙數量*0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C0064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用小客貨 出廠日期: 2013 

廠牌: FORD J87R-CMA 車號:AHL-1298 

排氣量: 261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 景誠汽車         連絡電話: 049-2332247 

       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211之12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C0066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用小客車 出廠日期: 2009 

廠牌:TOYOTA YARIS 9789-ZH 

排氣量: 1497 CC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6,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6,000 

     2.保管場名稱: 尚豪汽車         連絡電話: (04)7632375 

       地址: 彰化縣秀水鄉秀安路 211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支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C0067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用小客車 出廠日期: 2016 

廠牌:NISSAN TIIDA AQC-1705 

排氣量: 1598 CC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6,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6,000 

     2.保管場名稱: 尚豪汽車         連絡電話: (04)7632375 

       地址: 彰化縣秀水鄉秀安路 211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支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D0034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15.07 

廠牌: 國瑞 車號: AMW-7727 

排氣量: 1497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 6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6000 

     2.保管場名稱:連誠汽車         連絡電話: 06-2573792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城北路557號  

     3.鑰匙數量*1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D0035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09.11 

廠牌: 國瑞 車號: 3785-YP 

排氣量: 1497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 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明吉崧         連絡電話:  05 283 8829  

       地址: 嘉義縣水上鄉中山路二段1013號  

     3.鑰匙數量*2 

     4.以現況交車 

     5.須開立回收管制聯單 

 

https://www.google.com/search?gs_ssp=eJzj4tZP1zcsSY43S4kvN2C0UjWoMDYxS7U0NDYxME-1ME9LSrIyqDCyMEhMTU1JTTUwNzdMsTT24nw2o-_phM6nW5YDAEaHFTM&q=%E6%98%8E%E5%90%89%E5%B4%A7&rlz=1C1OKWM_zh-twTW992TW992&oq=%E6%98%8E%E5%90%89&aqs=chrome.2.69i57j46i131i175i199i433i512j46i175i199i512l2j0i512l3j46i175i199i512j0i512.4429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D0041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2014.06 

廠牌: 日產 車號:AHT-8612 

排氣量: 1798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明吉崧汽車         連絡電話: 05-2838829  

       地址:嘉義縣水上鄉中山路二段1013號  

     3.鑰匙數量*1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14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20 

廠牌: 日產 車號: BAB-5692 

排氣量:1498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鑰匙數量*1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18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大型重機 出廠日期: 2020 

廠牌: 本田  CBR500R 車號:LAL-8320 

排氣量:471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3,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3,000 

     2.保管場名稱: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19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貨車 出廠日期: 2021 

廠牌: 東風小康  C32XB21SF 車號:BJT-6582 

排氣量:1493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本案不需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20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貨 出廠日期: 2020 

廠牌: TOYOTA 車號:BDQ-0097 

排氣量:2755㏄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 5,000元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鑰匙數量*2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21 

品名: 失竊尋回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19 

廠牌: TOYOTA 車號:BDY-8912 

排氣量:1987㏄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 13,000 元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13,000 

     2.保管場名稱: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鑰匙數量*0 

4.以現況交車 

 

 

 



 

 

 

 

 

 

 



車 輛 標 售 資 訊 

車輛標售編號：E0022 

品名: 報廢汽車殘體 

車種: 自小客 出廠日期: 2016 

廠牌: AUDI   A3 車號: BDZ-9278 

排氣量: 1395 ㏄ 
停車保管費/拖車費:NT.5,000 

附註:1.得標者須自行負擔保管場保管費及拖車費用共計 NT.5,000 

     2.保管場名稱: 尚新汽車         連絡電話: 07-3551678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79號 

     3.本案需要開立環保單 

     4.鑰匙數量*1 

     5.以現況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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