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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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11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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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98號 理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理仁柏舍 西屯區 惠來厝段1202地號等三筆 惠安巷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1202.44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5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2 109中都建字第01846號 天崴建設(股)公司 致和養真 梧棲區 忠孝段235之2地號 梧棲區文心街195巷 第四種住宅區 364.2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0 預售屋銷售 110/01- 不動產開發信託

3 109中都建字第01567號 天崴建設(股)公司 致和養真 梧棲區 忠孝段235之4及235-6地號 梧棲區文心街195巷 第四種住宅區 51.73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不動產開發信託

4 109中都建字第02563號 亞哥開發建設(股)公司 亞哥文青硯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段1884

地號等2筆
中清路1166巷

第二種        住

宅區
345.7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5 預售屋銷售 109年12月-完銷 不動產開發信託

5 109中都建字第02661號 雙聯建設有限公司 雙聯二十一富 神岡區
神岡區三角西段925地號等

22筆

神岡區大富路186巷22號

旁
農業區建地目 470.3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1 預售屋銷售 109/12-110/10 不動產開發信託

6 109中都建字第02184號 豐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千代田 豐原區 安康段371地號等11筆 圓環東路 住二住三 524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66 預售屋銷售 109/12-110/12 不動產開發信託

7 109中都建字第02657號 泓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定 南區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23地

號 等1筆
東興路一段與樹義一巷口 第三種住宅區 763.51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5 預售屋銷售 110/07-至完銷 價金信託

8 109中都建字第2293號 均御建設有限公司 豐原成功 豐原區
車路墘段車路墘小 段 9之

15地號等2筆

成功 路(街) 131巷24弄

34 號
第二種住宅區 49.9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10/03-111/06月 價金信託

9
109中都建字第

02224~02228
鈺陞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鈺陞与森鄰 南屯區

楓樹段464、464之3、464

之4、464之5、464之6
面臨楓安公園 第二之二種住宅區 219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預售屋銷售 109/12-111/09 同業連帶擔保

10
109中都建字02587號、

02588號、02589號
亨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亨都仰森 神岡區

三角東段868-5地號至868-

57地號
神岡區三社路 農業區建地 1,330.9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8 預售屋銷售 110/01-110/12 同業連帶擔保

11
109中都建字

第02458號

鴻邑建設

有限公司

鴻邑

境安樹語
南區

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124-791地號 等1筆

南區美村路

二段218巷19之1
第二種住宅區 321.56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60 預售屋銷售 至完銷 價金信託

12 109中都建字第02738號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未定 西屯區 惠順段6地號 市政路.文心路口 第4-1種商業區 1011.22 大樓

辦公、店

舖、住宅
鋼骨鋼筋混凝土 466 預售屋銷售 價金信託

13 109中都建字第00642號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沐曦 北屯區 東信段88-4地號等6筆 瀋陽路一段&安順東一街 第五種住宅區 747.35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49 預售屋銷售 價金信託

14 109中都建字第2831號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泰御天鑄 南屯區 惠仁段70.73.73-2 南屯區大業路與大福街口
第三之一種商業區

，第三種住宅區
468.7 大樓

辦公、店

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75 預售屋銷售 109/12/21-111/12/20 同業連帶擔保

15 109中都建字第01388號 櫻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櫻花建設-育賢段六期

工程
太平區 育賢段227號

環中東路四段與中山路三

段
住宅區 2125.6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327 預售屋銷售 110/01/25-至完銷 價金信託

16 109中都建字第885號 新理性實業有限公司 國圖綠園道 南區 頂橋子頭段394-3地號 正面臨30M建成路 第一種商業區 32.97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10/02- 價金信託

17 109中都建字第2705號 新理性實業有限公司 國圖綠園道 南區 頂橋子頭段394-3地號 正面臨30M建成路 第一種商業區 33.28 透天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 預售屋銷售 110/02- 價金信託

18 109中都建字第01858號
豐穀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豐穀璞寓 南屯區 寶山段648地號 寶山一街 第二種住宅區 344.55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42 預售屋銷售 109/08/24-113 同業連帶擔保

19
109中都建字第

02688~02691號
宇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宇智-河濱苑 北屯區 青萍段1026~1026-3地號 東山路&旱溪東路口 第二種住宅區 99.22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10/01/20-110/12/31 價金信託

20 109中都建字第02320號
永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覓蜜 梧棲區

南簡段

8-2,9-2
約民族路與長春路交叉口 第四種住宅 542.38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90 預售屋銷售 109/10/12-110/12/31 不動產開發信託

21 110中都建字第00122號 上裕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聚富園道 北區 錦村段218-26地號等1筆 錦村東二巷 住二 110.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10/01/19-111/01/19 價金信託

22 109中都建字第02808號 大有地產開發(股)公司 允將上上謙 沙鹿區 三鹿段35地號等68筆 保安路 第二種商業區 4804.63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90 預售屋銷售 110/02/01-111/06/30 同業連帶擔保



23 109中都建字第01508號 大通地產(股)公司 大通大美 西區 後壠子段98-29地號等16筆 台灣大道二段1號 商一商二 2744.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178 預售屋銷售 109/07/01-110/06/30 不動產開發信託

24 109中都建字第02481號 大樸建設有限公司 愛蓮說 大甲區 五里牌段225-1地號等8筆 臨江路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631.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11/12 價金返還

25 110中都建字第00103號 兆國建設有限公司 沙田A+家 龍井區
龍井段竹坑小段148-5地號

等3筆
沙田路四段232號 第四種住宅區 691.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9 預售屋銷售 110/01/10-111/06/01 同業連帶擔保

26 109中都建字第02636號 玖紘建設有限公司
玖紘建設有限公司住宅

新建工程
太平區 長福段0003地號等1筆 長億七街 住宅區 526.61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4 預售屋銷售 110/03/10-110/09/01 價金信託

27 109中都建字第02700號 坤悅開發(股)公司
南區下橋子頭段新建工

程
南區

下橋子頭段124-53地號等

14筆
南平路98號邊

第一種商業區

第二種住宅區
3313.00 大樓 店舖、住宅 鋼筋混凝土 222 預售屋銷售 109/12/15-111/12/14 不動產開發信託

28 110中都建字第00215號 啓基建設(股)公司 悅舍六期 梧棲區
南簡段357-2，357-

12~357-15地號等5筆
博愛路附近 第四種住宅區 482.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5 預售屋銷售 110/03/01-111/03/01 價金信託

29 110中都建字第00027號 詠基建設(股)公司
詠基帝和五期-亞大特

區
霧峰區

丁台一段0225之0000地號

等9筆
四德南路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959.4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7 預售屋銷售 110/01/20-111/01/20 價金返還

30 110中都建字第00037號
新而雅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御墅迎山(Ι)住宅新建

工程
外埔區 下鐵段868地號等28筆 長生路一段 第四種住宅區 2720.58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26 預售屋銷售 110/05/01-112/08/30 價金返還

31 110中都建字第00004號 鉅懋建設有限公司 樸樹閭2期 龍井區 龍田段 1538地號等9筆 舊車路81巷30號旁 第四種住宅區 826.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9 預售屋銷售 110/01/07-完銷 同業連帶擔保

32 109中都建字第02718號 謙成開發有限公司 M謙成 西區
民生段五小段3-5地號等1

筆
康樂街19巷 第二種住宅區 94.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 預售屋銷售 110/01/01-110/03/31 價金信託

33 109中都建字第02594號 檸檬樹建設(股)公司 檸檬墅 大雅區 自強段1613地號等13筆 大林路241巷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

築用地
815.00 透天 住宅 鋼筋混凝土 12 預售屋銷售 110/03起 同業連帶擔保

34 109中都建字第02702號 寶御營建工程(股)公司 寶御豐盛 西區 後瓏子段171-15地號等4筆 向上路17號 第二種住宅區 229.00 大樓 住宅 鋼筋混凝土 8 預售屋銷售 109/12/10-110/12/30 價金返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