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不動產預售屋建案履約保證機制查詢表 (資料期間109年4月1日~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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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保證機制

1 108中都建字第02697號 日日興建設有限公司 日興-興富 南屯區 永富段258地號等20筆 益豐西街 第一之B種住宅區 544.1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8 預售屋銷售 109/01/03-結案 價金返還

2 109中都建字第00544號 陸府建設(股)有限公司 陸府森山新建工程 北屯區 崇德段148-3地號等4筆
山西路三段及山西中街路

口
第三種住宅區 502.1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52 預售屋銷售 109/03-112/03 同業連帶擔保

3 108中都建字第01673號 澄石建設有限公司 澄石學而 太平區 新興段41地號 新興段41地號 住宅區 1796.3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4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4 108中都建字第01739號 鉅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西區後壠子段210-52等

5比地號地上二十三層

地下五層(店舖、集合

住宅等)新建工程

西區

後壠子段210-52、210-

178、210-180、210-183、

210-365地號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與台灣

大道交叉口

第二種住宅區、第

三種住宅區
482.185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87 預售屋銷售 109/07/15-109/10/15 不動產開發信託

5 108中都建字號01859號 旺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青松墅 沙鹿區
台中市沙鹿區南勢段791-1

地號等2筆

沙鹿區保誠路120巷116號

旁
第2種住宅區 41.9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未定 同業連帶擔保

6 109中都建字第00135號 富宇地產(股)公司 凡爾賽 沙鹿區 鹿峰西段712地號 等5筆 沙鹿區中山路 第四種住宅區 741.24 大樓 辦公、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4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價金信託

7 109中都建字第00821號 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微時代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三塊厝段971

等6筆
永春東七路與三和街口 第五種住宅區 605.6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9 預售屋銷售 109/06-111/06 同業連帶擔保

8 109中都建字第00638號 佑庭建設有限公司 佑庭天下 神岡區 社南段170-4地號等共14筆 昌平路五段131巷50號 住宅區 808.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05/30-111/04/30 價金信託

9
109中都建字第00792-

795號
宸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楓悅五期 潭子區

牛埔段199~202、204、205

地號等共6筆
民族路三段213巷205號 農業區 332.6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07至完銷 價金信託

10 108中都建字第02371號 合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合揚建設住宅新建工程 潭子區 嘉仁段4地號等共21筆 祥和路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區
1496.8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 預售屋銷售 109/06/01-109/12/01 同業連帶擔保

11 109中都建字第00884號 頡懋建設有限公司
富貴莊園3期新建工程-

2(20戶)
龍井區

龍井段竹坑小段114-49地

號等共48筆地號

竹師路一段100巷5弄5號

旁
第四種住宅區 2038.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 預售屋銷售 109/05/10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12 109中都建字第00634號 千兵府建設有限公司
千兵府建設11戶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清水區 鰲峰段518地號等共1筆 鰲峰路38巷5弄 第四種住宅區 529.3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 預售屋銷售 109/05/01-111/05/01 同業連帶擔保

13 109中都建字第00360號 德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德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梧棲區

大庄段火燒橋小段147之5

地號等共2筆
中華路 第四種住宅區 1630.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6 預售屋銷售 109/08/01-110/12/30 價金返還

14 108中都建字第01871號 雋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悅幸福 大里區 仁城段1081地號等共1筆 塗城路368巷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2612.8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4 預售屋銷售 109/05/10起 同業連帶擔保

15 109中都建字第00609號 合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小時代Ⅱ集合式住宅 沙鹿區 文光段969地號等共6筆 斗潭路237號後方空地 第四種住宅區 4284.1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7 預售屋銷售 109/02/28-109/08/31 同業連帶擔保

16 108中都建字第02131號 聚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梧棲區市鎮南段

133地號集合住宅
梧棲區 市鎮南段133 地號等共1筆

大仁路二段與臨港路四段

交叉口
第四種商業區 11065.5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883 預售屋銷售 110/03/30-112/02/28 同業連帶擔保

17 109中都建字第01020號
鎵禾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名淬2 豐原區

一心段913.913-17~913-19

地號等共4筆
一心路216巷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386.17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09/15-110/09/15 價金信託

18 109中都建字第01116號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 臻建築十三 北屯區 和平段275-1地號等共1筆
軍服十五路及和祥路一段

路口
第一種住宅區 173.7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09/05/28-110/10/20 同業連帶擔保

19 109中都建字第00670號
萬達利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萬泰忠孝 大甲區 和平段695-6地號等共1筆 忠孝街與德興路交叉口 商業區 2194.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88 預售屋銷售 109/04/10-111/04/10 同業連帶擔保

20 109中都建字第00149號 圓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竹興段41地號 北屯區
竹興段41、41-1~41-14地

號等共15筆
南興東一街 第一種住宅區 1945.5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0/11/30 不動產開發信託



21 109中都建字第00397號 力閣建設有限公司 幼獅五期 大甲區 幼獅段118地號等共1筆 青三路10巷
工業區丁種建築用

地
83.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09/06/30-110/08/30 價金信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