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不動產預售屋建案履約擔保機制查詢表 (資料期間110年7月1日~110年8月15日)

編號 建照號碼 開發單位 案名 行政區 地段地號 建物位置 使用分區 基地面積(坪) 建物型態 規劃用途 構造種類 總戶數 是否預售屋銷售 銷售期間 履約擔保機制

1
110中都建字第

00315~00319號

譯靚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大甲一品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段112-4

地號等5筆
大甲區 住宅區 174.5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預售屋銷售 110/07~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2 110中都建字第00204號 達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莉墅 西屯區 福和段155地號等22筆 安和東路 第一之B種住宅區 443.4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8 預售屋銷售 110/04月至完銷 價金信託

3 110中都建字第01096號 國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國聚之見 南屯區 保安段462地號

西向臨接20米忠勇路、

北.東.南向臨接12米.6

米.8米未開闢計畫道路

第二種住宅區 1431.4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2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價金返還

4 110中都建字第1288號
大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愛臻邸 北屯區 昌平段255地號等7筆 823公園旁 第五種住宅區 1398.15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85 預售屋銷售 110/09~完工 同業連帶擔保

5 107中都建字第02964號
特區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未定 西屯區 龍富段77-1地號等,共10筆

河南路4段與馬龍潭路交

叉口
第一之C種住宅區 2279.00 大樓 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180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6 109中都建字第02920 號
同興協記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In House 南區

下橋子頭段191-11地號等3

筆
南區復興路二段71巷 第二種住宅區 609.24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2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7 109中都建字第02476號
太禾發建設開發企業有

限公司
未定 沙鹿區 慶安段626等4筆地號 慶安段626等4筆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24.2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8 109中都建字地02117號 和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烏日區 新長壽段102地號
健行路與三榮十八路交叉

路口
第二種住宅區 1054.42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4 預售屋銷售 111/8/3-112/5/1 同業連帶擔保

9 110中都建字第01369號 親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親家NO.18新建工程 西屯區 文商段26地號等2筆
啟航二路與啟航東路交叉

路口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

用區
1052.5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53 預售屋銷售 110/12/01-114/11/30 同業連帶擔保

10 110中都建字第01004號 虹府建設實業有限公司 虹府敦和 北屯區 敦和段654地號等9筆 敦和五街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224.9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10/4/15-111/4/15 價金信託

11 110中都建字第01539號 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確定 太平區 育賢段210之1地號
太平區樹孝路67巷&環中

路交接口
住宅區 1773.56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88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12 110中都建字01255號
永達開發物業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輕崧美光 后里區

后里區十三張段569地號等

13筆
后里區三重三路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312.3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6/24/-110/09/24 不動產開發信託

13 109中都建字第02169號 惠信建設(股)公司 碧柳段78地號新建工程 北屯區 碧柳段78地號 南京北一路與詔安園街口 住2-1 2198.0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08 預售屋銷售 111/06 價金信託

14 110中都建字第01271號 惠信建設(股)公司 和樂新建工程 北屯區 景美段293地號等2筆 軍福十八路與軍仁街口 住2.住3 1422.4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7 預售屋銷售 110/07 同業連帶擔保

15 110中都建字第0522號 均翰建設(股)公司 大進段新建工程 南屯區 大進段1005地號等4筆 大敦一街與東興西街口 第二種住宅區 592.2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70 預售屋銷售 110/12 價金信託

16 109中都建字第02730號
大鑫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逢甲滙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918-7

地號等4筆
光明路

第一種商業區.第

二種住宅區
121.60 大樓 店鋪住宅 鋼筋混凝土 33 預售屋銷售 110/02/15 價金信託

17 110中都建字第00719號
寶爵建設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豐原A+A 豐原區 三豐段11地號 豐原大道七段77號附近 第三種住宅區 251.1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70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8 110中都建字第01328號 鉅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鉅陞建設 青山绘 南屯區 惠禮段189地號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

319巷
第二種住宅區 275.56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7 預售屋銷售 110/08/10~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19 110中都建字第00726號 富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映  樂 大肚區 瑞井段65地號 瑞井路107巷
鄉村區乙種   建

築用地
392.7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2 預售屋銷售 110/9月底～完售 不動產開發信託

20 109中都建字第02664號 大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薆蒔光 龍井區 中山段1205地號等29筆 中山一路一段84巷 第四種住宅區 3304.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72 預售屋銷售 110/09/30-111/09/30 同業連帶擔保

21 110中都建字第01418號 大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倡和段182地號住宅新

建工程
北屯區 倡和段182地號

旱溪東路三段轉景賢南二

路
第三之一種商業區 2025.97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2 預售屋銷售 110/03起 同業連帶擔保

22 109中都建字第02578號 文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錢聯發 太平區
永隆段 244、246、250 ~

259 地號等11筆
光興路631號旁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1342.51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1/02/28-111/08/31 價金信託



23 110中都建字第01188號
永盛昌建設開發有限公

司
世朋建設新建工程 東勢區 東豐段29地號等4筆 文心三街、文心二街 第一種住宅區 3343.9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0 預售屋銷售 110/06/15-114/12/31 同業連帶擔保

24
110中都建字第

01518~01521號
永隆陞建設有限公司 景上居 北屯區 景美段57-8地號等4筆 松竹五路二段根軍榮街 第三種住宅區 278.86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10/10/08-112/05/08 價金信託

25 110中都建字第01672號 立坤建築有限公司
立坤建築有限公司新建

工程
梧棲區 南簡段967地號等1筆 大仁路 第四種住宅區 442.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 預售屋銷售 110/10/01-112/10/01 價金信託

26 110中都建字第01216號 合御建設有限公司
合御建設有限公司新建

工程
潭子區 中興段296地號等1筆 大成街85號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135.3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09/06/21-112/06/30 價金信託

27 110中都建字第01182號 宇淞設計有限公司 心田聚星 潭子區
豐興段307、307-1、307-2

地號等3筆
潭興路一段湳底巷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21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預售屋銷售 110/09/30-111/12/30 價金信託

28 110中都建字第01396號 有晟建設有限公司
有晟建設有限公司店鋪

住宅新建工程
太平區 福億段21地號等1筆

太堤西路與長億八街交叉

路口
住宅區 1334.5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9 預售屋銷售 110/08-111/01 同業連帶擔保

29
109中都建字第

02757~02759號
宏亞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科境之南 大雅區 秀雅段863地號等9筆 平和南路及月祥路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9682.1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 預售屋銷售 110/05/01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30 110中都建字第01027號 宏泉建設有限公司 宏泉豐禾Ⅱ 龍井區 忠和段165地號等3筆 工業路17 號 第四種住宅區 1126.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9 預售屋銷售 111/04/01-113/04/15 不動產開發信託

31
109中都建字第

02784~02785號
沂昌建設有限公司 沂昌建設 御品院 Ⅱ期 沙鹿區

鹿寮段1169，1169-2地號

等2筆
民族路靠近中華路二段 第四種住宅區 1260.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6/01-111/06/01 價金返還

32 110中都建字第01291號 和宜開發有限公司 太平傳家 太平區 壽平段1034地號等10筆 永豐北路28號 住宅區 502.00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9 預售屋銷售 110/08/01-112/09/30 價金信託

33 110中都建字第01579號 旺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久樘臻悅 潭子區 弘富段333、342地號等2筆 弘智一街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2512.37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6 預售屋銷售 110/08/02-113/08/01 同業連帶擔保

34 109中都建字第02715號 昆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薪計劃 大里區 健民段764地號等1筆 健民路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8384.42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58 預售屋銷售 109/12/01-112/12/31 價金返還

35 110中都建字第01499號 泳翌建設有限公司 世紀花園26 大甲區 文安段771地號等40筆 中山南 路 22號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4052.9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9 預售屋銷售 110/09/01-111/12/31 價金信託

36 110中都建字第01569號 茂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庄段488-2、488-3、

488-4、488-5、489新

建工程

龍井區

新庄段488-2、488-3、

488-4、488-5、489地號等

5筆

中沙路新庄仔巷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1729.0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0 預售屋銷售 110/12-111/12 同業連帶擔保

37 110中都建字第01171號 展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展裕榮耀 外埔區 下鐵山段817地號等23筆 長生路中山路交叉路口處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1969.48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2 預售屋銷售 110/07/15-112/10/30 同業連帶擔保

38 110中都建字第01122號 海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馬岡段集合住宅 大雅區 馬岡段47地號等4筆 港尾路149巷 第二種住宅區 612.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6 預售屋銷售 110/09/08-110/12/31 價金信託

39 110中都建字第01576號 華業建設有限公司 夢想家Ⅲ 豐原區 福陽段28地號等13筆 綠山一街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711.6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10/01-111/09/30 價金信託

40 110中都建字第01434號 順富鑫建設有限公司
順富鑫建設有限公司住

宅新建工程
大甲區

朝陽段372、354-9、398、

391、390、392、389地號

等7筆

光明路10巷 商業區 1245.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6 預售屋銷售 110/09/15-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41
110中都建字第

01537~01538號

新而雅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御墅迎山(II)住宅新建

工程
外埔區

下鐵山段915-1及915地號

等38筆
長生路一段 第四種住宅 3685.07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4 預售屋銷售 110/09/01-112/08/31 同業連帶擔保

42 110中都建字第01581號
義昌興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藍圖講義 南區

頂橋子頭段367-99、367-

114地號
建成路

第一種商業區，第

二種住宅區
1330.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5 預售屋銷售 110/08/15-110/12/15 同業連帶擔保

43 109中都建字第02882號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遠雄建設(BH6)住宅大

樓新建工程
西屯區 廣明段855地號等2筆

福星北路與福星北路68巷

路口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

用區
2701.4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91 預售屋銷售 111/08/01-112/07/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44 110中都建字第01637號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 臻建築十五 太平區 振興段161地號等14筆
新福路及新福路1112巷路

口
住宅區 1256.91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8/27-112/05/31 同業連帶擔保



45 110中都建字第01628號 振賀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振賀住宅 沙鹿區 保成段682地號等15筆 保成路120巷59號對面 第二種住宅區 1119.1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10/10-111/03/20 價金信託

46 110中都建字第01369號 親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親家建設 NO.18 新建

工程
西屯區 文商段 26地號等2筆

啟航二路與啟航東路交叉

路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

用區
3479.4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53 預售屋銷售 110/12/01-114/11/30 同業連帶擔保

47 110中都建字第00887號
穩喬建設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烏日高鐵案 烏日區 三和段162地號等15筆 青仔巷156號 住宅區 1051.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9至完銷 價金信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