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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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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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45號 勝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勝美建設-太平區育賢

段二期
太平區 育賢段181之1地號 環中路三段 住宅區 3216.58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37 預售屋銷售 110/10/01-112/10/01 價金信託

2 109中都建字第01862號 鉅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鉅陞建設 惠禮段捌層

店舖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南屯區 惠禮段215地號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

400巷
第二種住宅區 297.14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34 預售屋銷售 109/10/10-110/10/15 不動產開發信託

3 109中都建字第00094號 玖岩建設有限公司 森活好好 太平區 振文段111號等18筆 振文段111號等18筆 住宅區 300.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價金信託

4 109中都建字第01904號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未定 西屯區 西屯段2465等9筆地號 台灣大道.至善路交叉口 第三種商業區 843.38 大樓 辦公 鋼骨鋼筋混凝土 74 預售屋銷售 未定 價金信託

5 109中都建字第01634號 禾沅實業有限公司 富域Ⅱ 北屯區 和平段218地號等9筆 北屯區和祥七街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281.6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07/01-109/12/31 同業連帶擔保

6 109中都建字第01343號 惠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惠田開發-南區頂橋子

頭段大樓新建工程
南區

頂橋子頭段379、379-26地

號及萬安段九小段8-17地

號

學府路147巷 VS 新華街
第五種住宅區、第

二種住宅區
879.97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32 預售屋銷售 109/11/16-110/11/16 價金信託

7 109中都建字第01954號 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西屯區 信安段604地號等4筆
福科路.

永福路口
第二之一種商業區 1393.87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0 預售屋銷售 未定 同業連帶擔保

8 109中都建字第01180號
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豐世紀 烏日區 新榮和段22地號等2筆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三段

台亞石油旁

商業區
2525.4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502 預售屋銷售 109/03/15 同業連帶擔保

9 109中都建字第01899號 陞霖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陞霖太美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育賢段201-8

地號
環中東路近育才路 住宅區 2599.3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421 預售屋銷售 109/09月起 不動產開發信託

10 109中都建字第02115號 大毅建設(股)公司
家幸福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太平區

太平區德興段206-10、

206-12、206-13、206-

14、204-1

太平區新光路新生巷30號

旁
住宅區 468.0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6 預售屋銷售 109/09/23-110/09/22 同業連帶擔保

11 109中都建字第01836號 建利建設有限公司 建利馨家 霧峰區 北柳段6之3地號 北柳段6之3地號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108.3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2.5年 不動產開發信託

12 109中都建字第00689號 藏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藏富滿滿 北屯區 太順段5地號等3筆 太順段5地號等3筆 第三種住宅區 426.34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3 預售屋銷售 109/07/15 同業連帶擔保

13 109中都建字第01948號
宏絃土地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溪南東岸 烏日區 溪南東段1255地號等2筆 溪南路一段715巷20號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1,076.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4 預售屋銷售 109/12/01-111/11/30 同業連帶擔保

14
109中都建字第00369-

00378號
邦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邦丞典藏 億居Ⅰ 太平區

福億段30、30-1~30-9地號

等10筆
長億八街 住宅區    1,143.59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預售屋銷售 109/07/01-110/12/31 價金信託

15 109中都建字第01755號 基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基創悅尊A 太平區
學億段8-11~8-21地號等11

筆
長億南街55巷 住宅區    1,072.3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0/02/28 價金信託

16 109中都建字第01756號 基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基創悅尊B 太平區
學億段8、8-1~8-10地號等

11筆
長億南街55巷 住宅區    1,061.7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0/02/28 價金信託

17 109中都建字第01331號
新富銘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文青匯 梧棲區

大庄段大庄小段14-71地號

等3筆
中華路二段163號旁 第四種住宅區    1,812.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77 預售屋銷售 109/06/16-110/06/30 同業連帶擔保

18 109中都建字第02322號
義昌興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風格講義 北屯區 平田段431地號等9筆 崇德二路 第二種住宅區    1,530.5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59 預售屋銷售 109/10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19 109中都建字第02111號 頡懋建設有限公司 富貴莊園5-1 龍井區 龍田段1581之1地號等13筆 臨港東路一段155巷 第四種住宅區    1,206.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3 預售屋銷售 109/09/24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0 109中都建字第01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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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地

號等5筆
中華路旁 第四種住宅區    2,846.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2 預售屋銷售 預計110年 同業連帶擔保

21 109中都建字第02110號 親家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親家A015上石碑段新建

工程
西屯區 上石碑段2174-2地號等5筆

智惠街131巷及上石路57

巷交叉口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1,664.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4 預售屋銷售 109/09/01-111/03/31 同業連帶擔保



22 109中都建字第02000號 鴻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鴻墅林 沙鹿區 榜文段885地號等52筆 正英十二街 第二種住宅區    4,165.6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9 預售屋銷售 109/09/18-110/03/18 價金返還

23 109中都建字第01405號 禾家豐營造有限公司
外埔區新六分段住宅新

建工程
外埔區 新六分段1050地號等19筆 六分路中興巷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2,118.45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10/27-110/10/27 價金信託

24
109中都建字第01926-

01927號
宜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誠境6期 沙鹿區

新犁份段609，609-3，

609-4，608地號等4筆
七賢南路 第三種住宅區      427.79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11/20-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5
109中都建字第02303-

02305號
宜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誠境6期 沙鹿區

新犁份段612，612-3~612-

8，613-1~613-2地號等9筆
七賢南路 第三種住宅區      807.02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11/20-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6 109中都建字第02112號
金玉良園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
金玉良園 NO.11 大甲區 金華段679地號等13筆 甲后路五段277巷 住宅區      989.65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3 預售屋銷售 109/09/18-110/12/31 同業連帶擔保

27 109中都建字第01989號 冠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興段店鋪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太平區 新興段63地號等3筆 新安街與太文路口 住宅區      300.69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預售屋銷售 110/01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8
109中都建字第02232-

02233號
堃晟建設有限公司

堃晟建設有限公司新建

工程
梧棲區

梧棲段 2858-1、 2858-9

地號等2筆

大智路二段352巷17號對

面
第三種商業區      143.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09/11/01-110/05/01 價金信託

29 109中都建字第01322號 御墅家建設有限公司 御墅天地住宅新建工程 梧棲區 下寮段423-2地號等13筆 竹港路 第四種住宅區    1,005.5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09/12/01-110/12/30 價金信託

30 109中都建字第01336號 梧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里杙 大里區 大衛段1010地號等6筆 大里街57巷 住宅區      374.88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預售屋銷售 109/07/01-110/07/01 價金信託

31 109中都建字第02219號 朝盈建設有限公司 書香苑-六期 大甲區 義水段991-2地號等2筆 義和三街 住宅區      168.1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09/10/28至完銷 價金信託

32 109中都建字第01959號 翔禾建設實業有限公司 翔禾藏媺 北屯區
南興段167-1~167-27地號

等27筆
南興路333號旁 第一種住宅區    3,252.3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5 預售屋銷售 109/09/07-110/08/31 同業連帶擔保

33 109中都建字第02395號 鉅懋建設有限公司 晴里仁 大肚區 頂街段266地號等14筆 榮華街22巷語22巷29弄口 住宅區    1,195.37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10/29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34 109中都建字第00347號 權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大新別墅 潭子區 聖宮段963地號等1筆 大新路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59.22 透天 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09/09至完銷 價金信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