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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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10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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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0號 鼎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樹與墅三期 大雅區 上楓段1333-0048等31筆 上楓段1333-0048等31筆 第一種住宅區 389.32 透天、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6 預售屋銷售 109/05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 109中都建字第01519號 漢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漢宇琢森 北屯區
北屯區長春段178等2筆地

號

北屯區南興一路與順興街

口

第一之一種住宅

區、第二種住宅區
1556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16 預售屋銷售 109/07 價金信託

3 109中都建字第01550號
富旺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富旺天際

W ONE
西屯區

上石碑段2679-14地號等11

筆

上石碑段2679-14地號等

11筆
第三種商業區 516.52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5 預售屋銷售 109/07 價金信託

4 109中都建字第01955號 惠昇建設(股)公司 惠宇謙仁 南區 番婆段59之11地號等2筆 建國南路近文心南路口
第二種住宅區、第

三種住宅區
1789.8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53 預售屋銷售 109/10 同業連帶擔保

5 109中都建字第02335號
達麗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達麗J12 西屯區 廣明段853地號 福星北路68巷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

用區
962.82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50 預售屋銷售 109/12 不動產開發信託

6
109中都建字第01962、

01963號

寶急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西屯區 信安段698地號等2筆

福科路.

永福路口

住一之一

住三之一
5911.89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32 預售屋銷售 未定 同業連帶擔保

7 109中都建字第00502號
臺灣亞銳士股份有限公

司

文北段13地號住宅新建

工程
北屯區 文北段13地號等1筆

敦富路與敦富十二街交叉

口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4362.25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43 預售屋銷售 110/11至完銷 價金返還

8 109中都建字第01449號 元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沐東湖 大里區
南湖段472、472-1~17地號

等18筆
東湖路15巷49號 住宅區 1022.34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 預售屋銷售 109/07/01-110/06/30 價金返還

9 109中都建字第02182號 巨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傳承 外埔區 甲東段905-34地號等26筆 甲東路33號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1637.0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 預售屋銷售 109/03/01-110/03/01 同業連帶擔保

10 109中都建字第02441號
鹿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鹿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八戶住宅興建工程
沙鹿區 鹿寮段1080-3地號等13筆 正義路1號 第四種住宅區 774.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11 109中都建字第01411號 嘉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嘉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新建工程
烏日區 北里段638-3地號等11筆 太明路成豐巷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581.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預售屋銷售 109/06/01-110/01/30 不動產開發信託

12
109中都建字第

02349~02365號

鴻利匯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利匯102別墅 梧棲區

大庄段大庄小段531-

243~513-259地號等17筆

中華路一段980巷50號隔

壁
第四種住宅區 1632.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 預售屋銷售 109/12/31-111/05/30 價金信託

13 109中都建字第01319號 日暉建設有限公司 日暉首璽II期 梧棲區 南簡段62-6地號等7筆 中華路686巷 第四種住宅區 530.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7 預售屋銷售 109/08/01到完銷 價金返還

14 109中都建字第02039號 相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潭子區東寶七段住宅新

建工程
潭子區 東寶七段 25地號等4筆 大富路23巷 住宅區 307.9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09/11開始預售 價金信託

15 109中都建字第00396號 千兵府建設有限公司
千兵府建設8戶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清水區 鰲峰段521地號等1筆 鰲峰路38巷5弄 第四種住宅區 542.49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05/01-111/05/01 同業連帶擔保

16 109中都建字第02188號 仁里建設有限公司 鹿寮段1180地號 沙鹿區 鹿寮段1180地號等26筆 中華路二段200巷旁 第四種住宅區 140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 預售屋銷售 109/12/08-111/06/08 同業連帶擔保

17 109中都建字第02514號 仁里建設有限公司 鹿寮段1180之2地號 沙鹿區 鹿寮段1180之2地號等2筆 中華路二段200巷旁 第四種住宅區 258.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09/12/08-111/06/08 同業連帶擔保

18 109中都建字第02242號 丞熙建設有限公司 2020.后神尊爵 后里區
月眉段月眉小段102之43地

號等1筆
甲后路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
340.4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0 預售屋銷售 109/11/30-111/11/30 同業連帶擔保

19
109中都建字第

02307~02310號

有利綠能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石城 東勢區

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222地

號等4筆
石城街281號旁 住宅區 41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01 價金信託

20 109中都建字第00772號 里祥建設有限公司 墅墅久2 大里區 成功段912地號等1筆 成功路88巷 住宅區 190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6 預售屋銷售 109/10/01-110/09/30 同業連帶擔保

21 109中都建字第02460號 佳全建設有限公司 和闐院 后里區 中和東段949地號等14筆 中正路131號 住宅區 922.6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6 預售屋銷售 109/12/15-112/01/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2 109中都建字第02300號
全佳美建設開發有限公

司
真善美二期 后里區 后豐段306地號等21筆 成功路105巷旁 住宅區 1453.38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0 預售屋銷售 109/12/05-111/10/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3
109中都建字第

01573~01576號

禹田禾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禹田禾‧閱南陽 豐原區

新綠山段542.542-4.542-

5.542-6.542-7.542-8地號

等6筆

南陽路綠山巷22號旁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453.6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1/01/15 價金信託

24
109中都建字第

02336~02337號
啟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新成 東勢區 新成段101-7地號等3筆 東關路373-6號對面 住宅區 315.0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01 價金信託

25 109中都建字第02566號
鹿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鹿澤國際開發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八戶住宅興建

工程

沙鹿區 鹿寮段1072-1地號等1筆 民族路 第四種住宅區 84.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6 109中都建字第02572號
鹿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鹿澤國際開發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八戶住宅興建

工程

沙鹿區 鹿寮段1080-3地號等13筆 民族路 第四種住宅區 117.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7 109中都建字第02453號 嘉億建設有限公司 嘉億楓華 南屯區
楓樹段619-0~619-6地號等

6筆
楓樹東街與楓平路交叉口 第一種住宅區 876.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 預售屋銷售 109/12/01-112/05/31 同業連帶擔保

28 109中都建字第00576號 齊又新建設有限公司 旭日東昇 北屯區 竹興段22地號等13筆 順興街200號旁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1485.3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05/20 同業連帶擔保

29 109中都建字第01577號 上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仁和晶鑽 東區 頂橋子頭段20-1地號等8筆 仁和路427號旁邊土地 第二種住宅區 387.00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12/31 價金信託

30
109中都建字第

02155~02156號
大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首賦 北屯區

太祥段165,165-1,165-2地

號等筆

祥順六街128號旁近太祥

路
第一種住宅區 507.96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 預售屋銷售 109/10/27-112/03/30 不動產開發信託

31 109中都建字第02483號 桔墅建設有限公司 松竹苑 北屯區 松茂段883地號等8筆 北新路1號 第二種住宅區 584.00 透天 店舖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11/10-111/05/31 同業連帶擔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