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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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11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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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9中都建字第02853號 國斌建設(股)公司 台安段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台安段212-8

地號等31筆
建興路47-1號旁 農業區 1441.9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9 是 110年5月~ 同業連帶擔保

2 110中都建字第01405號
總太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至境 西屯區 文商段53地號 啟航路&啟航一路 文商1 649.01 大樓 店舖、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76 是 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3 109中都建字第02925號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富宇德川 西區 公館段61-115地號等8筆 公館段61-115地號等8筆 第二種商業區 520.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3 是 至完銷 價金信託

4 110中都建字第01656號 禎旺建設有限公司 日興-興富Ⅱ 南屯區 永新段121地號等34筆 益昌六街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1016.88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32 是 110.08.20~結案 價金返還

5 110中都建字第01668號
總太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兼得 北屯區

北屯區鑫新平段

330,331,332地號
敦化路二段經貿東路口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2775.33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80 是 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6
110中都建字

第01026號
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業

築森鄰
東區 旱溪段253之12地號等2筆

新業東區旱溪段253之12地

號

第二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473.1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6 是 110.05.19~110.08.30 不動產開發信託

7 110中都建字第01825號 陸穎建設有限公司 陸府織森新建工程 北屯區 美和段572地號等3筆
昌平五街與昌平東六路街

路口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1374.6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96 是 110.10-113.10 同業連帶擔保

8 110中都建字第00099號
開富力建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余自慢 南屯區

新富段597-0000、597-0001

地號
臨新富三街 第一之B種住宅區 619.1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 是 110.03.15起 同業連帶擔保

9 110中都建字01853號
精銳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嚮未來 北屯區 竹興段195、196地號 南興路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1337.9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6 是 110年9月~12月 同業連帶擔保

10 110中都建字第01219號 國泉建設有限公司 微笑築美 沙鹿區 鹿寮段846地號 等21筆 沙鹿區   中山路 第四種住宅區 516.37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 是 110/8/15至銷售完 價金信託

11 110中都建字第02006號
坤聯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工學匯 南區 樹子腳段272之2地號等八筆

南區工學路155巷15弄1號

對面工地
第三種住宅區 62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6 是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12 110中都建字第02028號 裕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裕翔建設-景美段集合住

宅興建工程
北屯區 景美段107地號 軍榮街 第二種住宅區 669.9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8 是 110/10/5~111/8/31 同業連帶擔保

13 109中都建字第02597號 平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仁聚二 西屯區 上石碑段2148地號 上仁街與上明三街交叉口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74.0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2 是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14 110中都建字第01222號 國泰建設(股)公司 國泰MOST+ 北屯區 仁平段255、256、257、273 山西路與崇德六路路口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2508.6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6 是 110/07-111/06 價金信託

15 110中都建字第01224號 立彩建設有限公司 立彩時山 南區 番婆段377地號等4筆 復興北路 第三種住宅區 378.42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4 是 至完銷 價金信託

16 109中都建字第02608號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沙鹿區 鹿寮東段378地號等2筆 台中市 第四種住宅區 737.5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4 是 至完銷 價金信託

17 109中都建字第02633號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沙鹿區 鹿寮東段383地號等2筆 鹿寮東段383地號等2筆 第四種住宅區 384.6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9 是 至完銷 價金信託

18 110中都建字第02064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南興段8地號住宅新建工

程
北屯區 南興段8地號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與敦富路交叉口
第一之三種住宅區 5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0 是 111.10月~112.06月 同業連帶擔保

19 110中都建字第02057號 豐禾建設有限公司 澄舍三期 太平區
德興段206、206-15、206-

16

太平區新光路新光巷(新光

國中旁)
住宅區 124.16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是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0 110中都建字第01514號
九川建築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九川木目心 梧棲區 南簡段950-2地號等1筆 大同街 第一種商業區 208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34 是 110/07/20至完售 價金信託

21 110中都建字第01725號 上睿建設有限公司
上睿建設23戶住宅新建

工程
清水區 武秀段298之3地號等24筆 五權二街 第四種住宅區 194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3 是 110/10/01-111/10/01 價金信託

22 110中都建字第01567號 天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大安區二戶住宅 大安區
福東段137、137-1地號等2

筆
興安路165巷6號隔壁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311.1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2 是 110/08/01-110/12/31 價金信託



23 110中都建字第01094號 天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外埔區一戶住宅 外埔區 大同段354地號等1筆 甲后路三段911號隔壁 第二種住宅區 103.17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1 是 110/07/01-110/12/31 同業連帶擔保

24 109中都建字第02714號 日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日灃建設北屯區店鋪、

住宅新建工程
北屯區 景東段106地號等1筆 軍福11路 第三種住宅區 798.62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33 是 110/09/07-115/05/20 價金信託

25 110中都建字第01783號 全盛建設有限公司 全盛大墅 大甲區 致用段112地號等6筆 甲后路五段335巷 住宅區 53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是 110/10/01-111/12/31 價金信託

26 110中都建字第01613號 佳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富寓 太平區 光明段628地號等1筆 中山路二段362巷18號旁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161.2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是 110/12/01-111/12/30 同業連帶擔保

27 110中都建字第00913號 杰奇建設有限公司 閱好書房 梧棲區 梧棲段188地號等17筆 港埠路 第四、五種住宅區 250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3 是 110/05/15-113/05/15 同業連帶擔保

28 110中都建字第00662號 晟溢建設有限公司 大觀3 北屯區 太祥段110地號等10筆 太祥路與太祥三街口 第一種住宅區 838.3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是 110/06/01-112/03/30 同業連帶擔保

29 110中都建字第01762號 梧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禾豐貳 潭子區
東寶二段784、793地號等2

筆
大豐路二段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503.9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是 110/10/15-111/05/31 價金信託

30 110中都建字第01625號
鹿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鹿澤國際開發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捌層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沙鹿區
鹿寮段970-3、972-1、973-

1、974地號等筆4筆
福田北路 第四種住宅區 1974.42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9 是 110/09/20-112/09/20 價金信託

31 110中都建字第01901號 翔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翔賀居NO.15 大甲區
致用段113、113-1~113-8地

號等9筆
甲后路五段277巷 第四種住宅區 1968.8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5 是 110/10/01-111/10/01 不動產開發信託

32 110中都建字第00840號 萬基建設有限公司 基築印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387-4

地號等28筆
龍社二街 第二種住宅區 232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7 是 110/04/23-112/05/01 同業連帶擔保

33
110中都建字第

01574~01575號
聚恆建設有限公司 光語墅 龍井區 中山段段925地號等45筆 高園路217巷 第四種住宅區 336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8 是 110/08/05-112/08/05 不動產開發信託

34 110中都建字第01582號
興昇霖開發建設有限公

司
我家E 龍井區

龍目井段龍目井小段84-3地

號等1筆
龍新路265巷 第四種住宅區 412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6 是 110/08/01-111/06/30 價金信託

35 110中都建字第01768號
鎮宇開發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中區重慶段 中區

重慶段三小段20-35地號等1

筆
台灣大道一段199巷 第一種商業區 44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3 是 110/10/01-111/12/31 價金信託

36 110中都建字第02105號 久築建設有限公司 久樘晶漾天鵝 沙鹿區
英才段476、477、481、

482、486~488地號等7筆
北中路與北中七街交叉口 第二種住宅區 4162.0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4 是 110/10/25-112/12/31 同業連帶擔保

37
110中都建字第

01471~01478號
名屋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青清孝墅 神岡區 神圳段372-4地號等10筆 神清路38巷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669.3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是 110/12/01-112/10/18 價金信託

38 110中都建字第00247號 宇淞設計有限公司 意品居 太平區 新福段218、240地號等2筆 中山路四段212巷 住宅區 351.6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3 是 111/02/01-111/08/30 價金信託

39
110中都建字第

01831~01832號
君城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冠邸 西區 公館段80之530地號等3筆 民興街119巷 第一種商業區 355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是 110/11/01-112/06/30 價金信託

40 110中都建字第01858號 佳昌建設有限公司 喜硯7 清水區 銀聯段1252地號 南新路 第四種住宅區 62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是 110/10至完售 價金信託

41 110中都建字第01644號 佳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工妍院第二期 大里區 光正段274-18地號等31筆 仁化工二路21號旁
工業區丁種建築用

地
2572.5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0 是 111/01/01-112/07/01 同業連帶擔保

42 110中都建字第01697號 信成建設有限公司 謙成臻藏 北屯區 北屯段134-93地號等1筆 東光路822巷 第三種住宅區 10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是 110/08/23-110/10/31 價金信託

43
110中都建字第

00666~00667號
御墅家建設有限公司

御墅家建設有限公司住

宅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田段1048地號等13筆、

1049地號等19筆
舊車路 第四種住宅區 252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0 是 110/11/01-112/12/30 價金返還

44 110中都建字第01531號 敦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謙和二期 神岡區 圳北段1431-1地號等31筆 神清路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1884.35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4 是 110/10/05-112/04/05 同業連帶擔保



45 110中都建字第01362號 華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華亞敦品 后里區 后豐段540地號等3筆 后里路27巷 住宅區 846.5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是 110/09/07-112/04/30 價金信託

46
110中都建字第

01778~01779號
鉅懋建設有限公司 富貴莊園6期 龍井區 龍田段1628之2地號等19筆

臨港東路一段155巷169號

旁150公尺處
第四種住宅區 69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3 是 110/11/01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47 110中都建字第01289號 慶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森活臻城二 北屯區 太祥段177地號等11筆 祥順六街 第一種住宅區 115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是 110/11/01-112/06/30 同業連帶擔保

48 110中都建字第02101號 慶泓建設有限公司 築自在 2期 烏日區 五張犁西段463地號等18筆 五光路五堂巷 鄉村區乙種建地 1228.1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 是 110/11/01-111/06/30 同業連帶擔保

49
110中都建字第

02202~02203號
磐燁建設(股)公司 磐燁馥悦 烏日區

新榮泉段69、69-1地號等2

筆
健行北一路 住宅區 208.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是 110/10/22至完銷 價金信託

50
110中都建字第

01229~01230號
臻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臻品建設住宅新建工程 梧棲區 南簡段966地號等3筆 民安二街198號旁 第四種住宅區 359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是 110/10/01-111/10/01 價金返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