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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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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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保證機制

1 109中都建字第00787號 鼎一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森之硯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新富段319之

0地號 等10筆
臺中市 第一之B種住宅區 328.8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9 預售屋銷售 109/05-111/05 價金信託

2 108中都建字第02074號
悅築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精銳闊 龍井區 東海段966地號 遊園北路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2416.87 大樓 店舖、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278 預售屋銷售 109/09-12 同業連帶擔保

3 109中都建字第01525號 宅地建設有限公司 豐原富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福興段406地

號 等8筆
國豐路二段657巷 農業區建地目 369.4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 預售屋銷售 109/11-110/02 不動產開發信託

4 108中都建字第02429號
悅騰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臻未來 北屯區 竹興段209-2、210地號

旱溪西路三段南興東路交

叉口
第1-1種住宅區 897.58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4 預售屋銷售 109/08-12 價金信託

5 109中都建字第01170號 青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墅說2 大雅區
西員寶北段1140地號等16

筆
臺中市大雅區 農業區建地目 327 透天 辦公、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04起 不動產開發信託

6 109中都建字第01694號 佳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佳鏵建設-文光段A區 沙鹿區 文光段783地號等8筆 臺中市 第四種住宅區 1047.4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2 預售屋銷售 112/01-112./06 不動產開發信託

7 109中都建字第01391號 大耀建設有限公司 耀新光 大里區 內新段756地號等1筆 大里區達明路&新光路口 商業區      502.88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5 預售屋銷售 109/10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8 109中都建字第01117號 金仁美建設有限公司 稻香 大甲區 臨江段895地號等1筆 經國路1838巷 住宅區    1,680.45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2 預售屋銷售 109/09/01-112/08/30 價金返還

9 109中都建字第00122號 富億鑫建設有限公司
富億鑫建設有限公司住

宅新建工程
豐原區

車路墘段車路墘小段14-

146地號等1筆
大明路196巷13弄 第二種住宅區       43.2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10/01/01至完銷 價金信託

10 109中都建字第01896號
璟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御茶之水Ⅲ 南區 橋子頭段90-8地號等1筆 興大路35巷 第二種住宅區       78.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1/06/30 價金信託

11 109中都建字第02043號 璞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仁建設新建工程 大雅區 四德段1-3地號等6筆 雅潭路四段576巷5弄對面 第二種住宅區      513.08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09/01-109/12/31 價金信託

12 109中都建字第02135號
大名人建設事業有限公

司
堡雅八期 大雅區

秀山段0554-0001地號等9

筆
秀山路320號旁 農業區建地目      642.07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10-110/05 價金信託

13 109中都建字第01961號 永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集品住宅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236-4

地號等49筆
南社三路8號 第二種住宅區    3,923.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9 預售屋銷售 109/09/12-110/12/30 價金返還

14 109中都建字第01960號 永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集品住宅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232-3

地號等53筆
南社三路 第二種住宅區    3,943.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3 預售屋銷售 109/09/12-110/12/30 價金返還

15 109中都建字第01882號 立久建設有限公司
南區樹子腳段312等地

號建築新建工程
南區 樹子腳段312地號等4筆 工學路155巷 第二種住宅區      31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12底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6 109中都建字第01793號 承嘉建設有限公司 承嘉建設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377-

15地號等54筆
南社一街75號 第二種住宅區    4,759.00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51 預售屋銷售 109/08/20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7 109中都建字第00998號 承嘉建設有限公司 承嘉建設新建工程 龍井區
龍目井段水裡社小段377-8

地號等8筆
南社一街75號 第二種住宅區      797.00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06/10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8 108中都建字第02548號 承嘉建設有限公司 承嘉建設新建工程 沙鹿區 南勢段1070地號等15筆 保成五街75號 第二種住宅區    1,324.05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06/10至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9 109中都建字第01526號 晟溢建設有限公司 光嶼住宅新建工程 北屯區
竹興段0236-0000地號等8

筆
南興一路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695.64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09至完銷 價金返還

20 109中都建字第01980號 梧桐建設有限公司 太平禾豐 太平區 樹孝段279地號等1筆 育德路60巷12號 住宅區      157.0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09/08/01-109/12/31 價金信託

21
109中都建字第01931-

01934號
荷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荷園18期 梧棲區

忠孝段232-5、232-

48~232-50地號等4筆
文心街231巷 第四種住宅區      555.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09-111/09 同業連帶擔保



22
109中都建字第01488-

01493號
景全建設有限公司 景美墅 太平區

大興段193、193-7~11地號

等6筆
坪林路45-11巷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736.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0/03/31 價金信託

23 109中都建字第01891號 雅順建設企業有限公司 雅豐真鑽3期 后里區 敦南段649之6號等11筆 舊社路1-2號 住宅區      754.35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2 預售屋銷售 109/09/01-110/09/01 同業連帶擔保

24 109中都建字第01892號 雅順建設企業有限公司 雅豐真鑽3期 后里區 敦南段649號等14筆 舊社路1-2號 住宅區      746.6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2 預售屋銷售 109/09/01-110/09/02 同業連帶擔保

25 109中都建字第01957號 睿鍇建設有限公司 馥築新建工程 龍井區 竹泉段232地號等4筆 沙田路五段 第四種住宅區    3,404.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60 預售屋銷售 109/09/10-111/09/09 價金信託

26
109中都建字第02101-

02102號
精展建設有限公司 森堡富第六期 梧棲區 南簡段408地號等2筆 忠義路跟忠信路口 第四種住宅區      315.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09/10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7 109中都建字第01482號 精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精晨臻城 北屯區 景美段247地號等16筆 軍榮三街45號旁 第一種住宅區    1,654.2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06/01-109/08/31 價金信託

28 109中都建字第01244號 豐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豐閱榮曜3 太平區 坪林段657地號等1筆 坪林路坪林國小旁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2,865.18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3 預售屋銷售 109/09/20-113/05/20 不動產開發信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