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築冠建設 (111)芳鄉建字第0005306、0005308~0005310號 加和營造 芳苑鄉裕津段500地號共1筆土地 112/02/06

2 潤輝開發 (111)芳鄉建字第0016697號 潤辰開發 芳苑鄉王功段1128-0365、1228-0366地號共2筆土地 112/3/14

3 璟誠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49990號 潤紘不動產 彰化市三民段1074-2、1075、1075-2～1075-6共7筆土地 112/3/14

4 大利昌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29799號 哲榮建設 彰化縣大村鄉大田段814-8、814-9、814-10地號共3筆土地 112/04/10

5 臻堡建設 (112)彰溪樺建字第0004143號 富煒建設 彰化縣溪湖鎮三興段688地號共1筆土地 112/04/10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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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居建設 (110)埤鄉建字第0017835號 紳曜企業 埤頭鄉嘉和段98-8、99、100地號共3筆土地 111/01/17

2 合森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440760號 大傅建設 員林市員林段82-7、82-42~82-48地號共8筆土地 111/01/17

3 臻冠建設 (110)福鄉建字第0018311、0016246號 冠鎮建設 福興鄉新厝段90、90-13~90-15、110-5地號共5筆土地 111/01/17

4 美佳開發 (110)府建管(建)字第0109170號 美奇建設 二林鎮儒田段252、252-1~252-3、256地號共5筆土地 111/01/17

5 富煒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473896~0473899、0473901號 臻堡建設 溪湖鎮中山段569-7、698-1地號共2筆土地 111/02/07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大興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228982號 巨林建設 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280-1，民權段258地號共2筆土地 111/03/07

12 崧博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249079、0249080號 元揚建設 員林市溝皂段803地號共1筆土地 111/03/21

13 展旺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003319號 展源建設 田中鎮中賢段971、972地號共2筆土地 111/03/21

14 銘佳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234626號 檸檬樹建設 田中鎮中山段1397地號共1筆土地 111/04/11

15 勝龍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694~0317710號 昌鐿建設 二林鎮新生段318地號共1筆土地 111/04/11

16 京站建設 (110)彰秀鄉建字第0002094、0002095號 巨宿建設 秀水鄉馬鳴段1071地號共1筆土地 1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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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宇登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463392~463396等共21筆 寓寶建設 伸港鄉伸同段16、16-1~16-4地號共5筆土地 111/04/18

18 名悅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072691號 皇富營造 彰化市延和段488、488-2地號共2筆土地 111/05/09

19 榮埕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072658號 榮曜開發 竹塘鄉竹塘段1251-9、1251-10地號等9筆土地 111/05/09

20 鴻永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135430號 鴻茂建設 鹿港鎮海埔段236地號共1筆土地 111/06/06

21 吉築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161559號 崧築建設 員林市三多段620、620-1~620-11地號共12筆土地 111/06/06

22 金典建設 (111)和鎮建字第0009140、0009141號 隆泰營造 和美鎮大霞段413-1、413-2、413-20~413-28地號共14筆土地 111/06/06

23 盛奕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24848號變更為(111)府建

管(建)字第0102199號
信和營造 永靖鄉永發段480地號共1筆土地 111/06/20

24 君順建設 (111)心鄉建字第0006313、0006314號 大利昌建設 埔心鄉五通段419地號共1筆土地 111/07/04

25 巨匠建設 (111)田鎮建字第0011656號 京站建設 田中鎮太平段493地號共1筆土地 111/08/15

26 泰銓建設 (111)福鄉建字第0012411~0012430、0000254號 泰有營造 福興鄉福鹿段227、227-1~227-9等22筆土地 111/08/15

27 源豐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227081號 金石營造 彰化市南興段675地號共1筆土地 111/08/15

28 鴻創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254357號變更為(111)府建

管(建)字0046239號
協億建設 溪湖鎮北勢段367、367-1、400地號共3筆土地 111/09/19

29 紘享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084241、0084243~0084247號 順盛建設 育善段9、9-4~9-33地號共31筆土地 111/09/19

30 潤紘開發 (110)府建管(建)字第0430654號 維瓦第開發 彰化市民權段624~626、629-5、629-6地號共5筆土地 111/10/03

31 冠鎮建設 (111)和鎮建字第0017973號 佑國建設 和美鎮福澤段629、630-1、632地號共3筆土地 11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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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記銘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118769、0118770號 聯揚營造
大村鄉大田段270、270-3、270-10~270-14、271-1、

275、276、279號共11筆土地
111/10/03

33 鑫上綺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294881~0294883號 上綺建設 鹿港鎮上林段485-455~485-460地號共6筆土地 111/10/03

34 欣寶弘地產
(111)府建管(建)字第0153993、0153995、

0180851、0209412號
寶盈地產 線西鄉重振段163、163-2、163-6、163-11地號共4筆土地 111/10/03

35 僑馥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176881號 民楷建設 花壇鄉北口段250地號共1筆土地 111/10/03

36 潤辰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237584號 潤興開發 溪湖鎮鳳山段484地號共1筆土地 111/10/17

37 金實在建設 (111)彰鹿建字第0023996~0023998號 金典建設
鹿港鎮東昇段1631、1631-1~1631-15、1631-18等共33筆

土地
111/10/17

38 三京本開發 (109)府建管(建)字第0473923號 潤輝開發 二林鎮儒興段424、425-1、441地號共3筆土地 111/11/07

39 清源地產 (111)花鄉建字第0018283~0018307、0018310~0018328號 興聚德建設 花壇鄉花壇段477、477-1、477-2、477-4地號共4筆土地 111/12/05

40 臨璞建築 (111)府建管(建)字第0309175號 詠捷營造 溪湖鎮福安段234地號共1筆土地 111/12/05

41 冠鎮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476941~0476943、

0476945~0476947、0476949號
瑋呈營造 永靖鄉永發段624地號共1筆土地 111/12/05

42 禾太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21835號 昱喜建設 員林市明倫段431地號共1筆土地 111/12/05

43 富煒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455349、0455351、

0455352、0455354號
臻國建設 溪湖鎮湳底段198、199、209、210地號共4筆土地 111/12/05

44 寓寶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118709、118710、

118712~118714、118728、118731~118738號
宇登建設 伸港鄉伸南段402-3、422地號共2筆土地 111/12/19

45 金首億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190248號 興協昌建設 溪湖鎮湖南段323地號共1筆土地 1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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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昱喜建設 (111)田鄉建字第0005920、0006002、0002796~0002799號 房角石建設 田尾鄉田豐段413、414、418地號共3筆土地 1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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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川家康 (109)彰大鄉建字第0020143號 阜邑營造 大村鄉鎮安段1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0/01/19

2 千睿都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80163號 元雄建設 員林市明倫段377-1地號共1筆土地 110/03/09

3 順盛建設 (109)埤鄉建字第0015346~0015357號 紘享建設 埤頭鄉稻香段535-2地號共1筆土地 110/03/09

4 邑得建設 (109)彰大鄉建字第0017702號 豐川悅建設 大村鄉江夏段1122地號共1筆土地 110/03/09

5 巨匠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38994號 博飛特企業 鹿港鎮東昇段57地號共1筆土地 110/03/23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昱宏土地 (109)府建管(建)字第0281172、0075192號 建豐營造 溪湖鎮湖西段295、295-1、295-2、411地號共4筆土地 110/06/28

12 連鎮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85489號 君翊建設 彰化市竹中段701、702地號共2筆土地 110/06/28

13 堡量建設 (109)彰溪瑞建字第0014110號 凱豐營造 溪湖鎮中東段875地號共1筆土地 110/06/28

14 民大建設 (110)花鄉建字第007596號 君順建設 花壇鄉華南段568、568-2 110/06/28

15 瑞晟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80954號 大唐建設 西勢子段西勢子小段82、82-11、82-12等7筆土地 110/06/28

16 大利昌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331908~0331913、0331915、0331916號 清大建設 田尾鄉民生段187-5、187-11~187-17共8筆土地 110/06/28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0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0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7 石大建設 (109)福鄉建字第0020515、0020516號 禾太建設 福興鄉大興段1355-1、1355-2、1361-6等6筆土地 110/06/28

18 彰客開發 (109)府建管(建)字第0446242、0446243號等6筆 大展營造 彰化市三民段1140地號共1筆土地 110/08/02

19 辰陽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228989號 總順建設 彰化市延和段335-46、337-12~337-16共6筆土地 110/08/16

20 冠鎮建設 (109)北鎮建字第0009371、0009374~0009380號 瑋呈營造 北斗鎮舜耕段486地號共1筆土地 110/08/23

21 詠展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257738、0257740等5筆 昱宏土地 和美鎮新盛段31-3、31-5地號等36筆土地 110/08/23

22 清源地產 (110)府建管(建)字第0153720~0153724、0220861等12筆 國軒建設 員林市溝皂段791-8、7914-22~791-29、919地號等23筆土地 110/09/06

23 磊泰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208901~0208904、0200717等12筆 傑陞建設 秀水鄉秀福329段、329-1~329-24等29筆土地 110/09/06

24 秀溙開發 (110)員市建字第0027486號 和固營造 員林市香山段327地號共1筆土地 110/09/27

25 臻堡建設 (109)埤鄉建字第0013434~0013445號 富煒建設 埤頭鄉元埔段577、578、578-1地號共3筆土地 110/10/04

26 育展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067580號 昶陞營造 北斗鎮螺陽段66、66-3~66-26地號共25筆土地 110/10/04

27 鼎吉峰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374499號 聯紅建設 田尾鄉芳圃段331地號共1筆土地 110/10/04

28 詠寶建設
原(110)線鄉建字第005588、0004609~0004623號

變更(110)線鄉建字第0010543~0010556號
達瑞營造 線西鄉重光段321-4、321-11地號共2筆土地 110/10/18

29 瑞銓建設 (110)心鄉建字第0011134~0011138號 詠展建設 埔心鄉新南段638地號共1筆土地 110/10/18

30 巨程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35165號 啟程建設 和美鎮仁和段928-1~928-21共21筆土地 110/11/01

31 京璽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339347號 松鴻營造 秀水鄉秀安段645地號共1筆土地 110/11/10

32 置信地產 (109)府建管(建)字第0478435號 泓品建設 北斗鎮中圳段307地號共1筆土地 1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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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長駿建設
原(109)彰秀鄉建字第0015923~0015930號變更

(110)彰秀鄉建字第0015730號
長龍營造 秀水鄉金興段216-1地號共1筆土地 1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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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鴻永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328616~0328621號 鴻茂建設 溪湖鎮大庭段130地號共1筆土地 109/01/21

2 惠眾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228755號 揚昇營造 彰化市大埔段501-6地號共1筆土地 109/03/31

3 昱宏土地開發 (108)府建管(建)字第0307949、0307951號等25筆 瑞銓建設 北斗鎮大安段517、517-1~517-16地號等39筆土地 109/03/31

4 萬泰開發 (108)府建管(建)字第0436600~0436603號等23筆 秀溙開發 社頭鄉東興段383-8、383-19~383-21地號等30筆土地 109/04/21

5 維瓦第開發 (106)府建管(建)字第0454010號 維瓦第營造 溪湖鎮鳳山段953、953-1~953-18、998地號共20筆土地 109/04/21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堃溢建設 (109)彰秀鄉建字第0007746號 宜芃營造 秀水鄉馬興段1277-0016~1277-0028地號共13筆土地 109/06/09

12 睿家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150670號 瑞家營造 社頭鄉東興段634、634-54~634-61地號共9筆土地 109/06/09

13 富邑開發 (109)府建管(建)字第0133654、0154137號 總富建設 北斗鎮螺青段1200、1202地號共2筆土地 109/06/23

14 協億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192102號 佑國建設 彰化市西門口段428、428-150~428-152地號共4筆土地 109/06/23

15 瑞勝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061918號 惟美建設 彰化市福竹段1180、1180-3~1180-27地號共26筆土地 109/06/23

16 中郡開發 (109)府建管(建)字第0183116號 大堂建設 和美鎮仁愛段1185地號 109/08/04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9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9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7 源鴻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140317號 冠菱建設 員林市新中州段1316-3~1316-7地號共5筆土地 109/08/04

18 應德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108669、0108672、0205814號 京阜建設 109/08/18

19 慶安康公司 (108)府建管(建)字第0218720號 泰和茂經營 員林市新生段400地號共1筆土地 109/08/18

20 名悅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245361、0245366號 同成建設 鹿港鎮上林段485-4、485-287~485-303地號等41筆土地 109/09/22

21 君毅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274192號 磊泰建設 109/09/22

22 漢英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286646號等28筆 承紘營造 員林市三條段455、455-1、455-2地號等30筆土地 109/10/06

23 米基建設 (109)田鎮建字第0006946、0006947號變更為0013133號 羣翔建設 田中鎮崁頂段415、415-1、415-2、415-8~415-10地號共6筆土地 109/10/20

24 君第建設 (109)福鄉建字第0012659變更為0015125號 惠淳營造 福興鄉外中段0884-0000、0884-0004地號等26筆土地 109/10/20

25 詠寶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358614、0358615號等6筆 尚豐建設 彰化市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47-17地號等4筆土地 109/12/01

26 泉盈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329564號 泉宇建設 和美鎮大雅段735地號共1筆土地 109/12/01

27 睿詮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307928變更為(109)0225248號 睿元建設 溪湖鎮富貴段78、78-14~78-34地號共22筆土地 109/12/22

28 泓品建設 (109)府建管(建)字第0408723號 置信地產 埔心鄉羅厝段310、321地號共2筆土地 109/12/22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置信地產 (107)和鎮建字第0020234號 陶璽建設 和美鎮大霞段2460、2461地號共2筆土地 108/01/15

2 建岱建設 (107)永鄉建字第0018527~0018547號 建拓建設 永靖鄉永社段534、535地號共2筆土地 108/01/15

3 春淵建設 (108)芳鄉建字第0002000號 昱誠圓建設 芳苑鄉芳寶段81、81-6~81-31地號共27筆土地 108/03/26

4 清源地產 (108)府建管(建)字第0015136~0015149、0015151號等18筆 國軒建設 員林市三和段648地號共1筆土地 108/03/26

5 惠眾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048609~0048611號 滿唐采建設 員林市橋愛段1154-2、1154-11~1154-14地號等共13筆土地 108/04/16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京讚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085722號 春淵建設 和美鎮大雅段1114地號共1筆土地 108/06/04

12 君旺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352860、0352862號等32筆 昱泉建設 員林市溝皂段865、865-3~865-18地號等47筆土地 108/06/18

13 聚勝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460026~0460039號 環達營造 埔鹽鄉成功段937、937-2地號共2筆土地 108/06/18

14 聯紘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225696號 潤辰開發 和美鎮和中段949、949-1、951地號共3筆土地 108/07/02

15 昱泉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178313號等21筆 昱宏土地 大村鄉大田段1049、1049-1~1049-51地號共52筆土地 108/07/02

16 詠展建設 (108)彰大鄉建字第858、859號；(108)府建管(建)字第17061號等16筆 瑞勝建設 大村鄉慈祥段297、297-4地號等28筆土地 108/07/16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8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8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7 泰元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463488號 晟光建設 和美鎮新發段947地號共1筆土地 108/07/16

18 泰和茂經營 (108)府建管(建)字第0139720號 飛泰建設 和美鎮新發段490-2地號共1筆土地 108/08/06

19 立厚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235884號 磐峰建設 員林市中山段177、177-2、178、178-1地號共4筆土地 108/08/20

20 巽揚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204524號 汯益開發 溪湖鎮光平段596、597、637、659地號共4筆土地 108/08/20

21 潤辰開發 (106)府建管(建)字第0454037號 聯紘開發 溪湖鎮鳳山段954、957地號共2筆土地 108/09/17

22 澄谷建設 (108)田鎮建字第0008863~0008897號等47筆 裕鑫建設 田中鎮新興段186~189地號共4筆土地 108/09/17

23 連鎮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148125號 可靖建設 彰化市中山段10地號共1筆土地 108/10/08

24 尚蓁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204547號 建豐營造 溪湖鎮富貴段86、86-1~86-10地號共11筆土地 108/11/05

25 啟程建設 (108)府建管(建)字第0042089號 巨程建設 伸港鄉伸同段100、100-1~100-19地號等38筆土地 108/11/19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惠眾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17144、0317149~0317151號共4筆 揚昇營造 員林市溝皂段891、891-1~891-22地號共23筆土地 107/01/09

2 昱誠圓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446398號 金帝寶建設 和美鎮和北段65地號 107/01/23

3 昱誠圓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446397、0446399、0446400號共3筆 京讚建設 和美鎮和北段65、68-1~68-5、81、81-1地號共8筆土地 107/01/23

4 金典建設 (107)福鄉建字第0000683~0000694號共12筆 金實在建設 福興鄉福新段500、500-2~500-9地號等27筆土地 107/03/06

5 飛泰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45460、0345462號等12筆 潤泰建設 埔心鄉義民段754、754-1、755地號共3筆土地 107/03/06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晟光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11489號 晟光營造 彰化市東芳段308、309地號共2筆土地 107/05/15

12 松昌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003315~0003318、0003320號等8筆 統大營造 福興鄉新生段1724-48~1724-70、1724-72等24筆土地 107/05/15

13 巨林建設 (107)彰鹿建字第0011146號 金石營造 鹿港鎮永安段827、827-2~827-11等11筆土地 107/06/12

14 泉佑開發 (107)府建管(建)字第0163355號 泉品建設 彰化市南興段413地號共1筆土地 107/06/26

15 昌鐿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101467~0101468等7筆 楙焜建設 鹿港鎮永安段3727-4地號共1筆土地 107/06/26

16 冠臻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098724號 東大城土地 彰化市大埔段548-3、548-43地號共2筆土地 107/06/26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7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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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崧博建設 (107)二鎮建字第0007332~0007335號等4筆 元揚建設 二林鎮梅芳段618、620地號共2筆土地 107/07/09

18
寶弘建設

欣寶弘地產
(107)府建管(建)字第0217514、0217516、0217518號共3筆 金寶弘建設 花壇鄉長沙段1078、1086-1地號共2筆土地 107/07/09

19 高明建設 (107)心鄉建字第1070009629、1070009637等20筆 米景建設 埔心鄉仁華段877-1、877-3地號等8筆土地 107/07/24

20 總誼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02528號 總圓建設 員林市水源段1092、1092-27~1092-141地號等116筆土地 107/08/07

21 僑馥建設 (107)花鄉建字第11955號 民楷建設 花壇鄉溪南段785、785-2~785-36地號等42筆土地 107/08/07

22 巨匠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255360號 巨宿建設 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38-10地號共1筆土地 107/08/21

23 巨匠建設 (107)鹽鄉建字第0008681~0008705號共25筆 巨業建設 埔鹽鄉東榮段448、448-1~448-6地號共7筆土地 107/08/21

24 福鋼建設 (107)花鄉建字第0008075~0008082等18筆 首裕建設 花壇鄉新灣子口段18地號共1筆土地 107/08/21

25 良陞建設 (107)花鄉建字第0002826號 良彰建設 花壇鄉溪北段264、264-1~264-3地號共4筆土地 107/09/04

26 詮勝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260783號 福鋼建設 大村鄉大庄段561、854、856地號共3筆土地 107/09/04

27 昕晟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256588號 力晶建設 員林市三和段643、643-1~643-16地號共17筆土地 107/09/04

28 禾鎮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83572~0383577號共6筆 伸港鄉伸同段279-4~279-9地號共6筆土地 107/09/04

29 鴻洋地產 (107)彰秀鄉建字第0013587、0013588等6筆 喬鼎營造 秀水鄉下崙段576地號共1筆土地 107/11/06

30 尚豐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323678號 達瑞營造 107/12/04

31 春淵建設 (107)府建管(建)字第0343189號 大唐建設 彰化市新快官段888、919、920地號共3筆土地 107/12/04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城邑建設 (104)彰溪福建字第0003225~0003228號 大有營造 溪湖鎮河東段142-2、142-31~142-42地號共13筆土地 106/01/17

2 天證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410275、0410276號 祥邑建設 彰化市南興段902、902-36~902-53地號等23筆土地 106/02/07

3 瑞銓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106782號 瑞勝建設 彰化市西門口段742、742-1~742-9地號共10筆土地 106/02/07

4 信義不動產 (105)府建管(建)字第0367620號 冠臻建設 彰化市東芳段368~371地號共4筆土地 106/02/07

5 僑馥建設 (106)和鎮建字第0000322、0000324~0000330號 民楷建設 和美鎮大霞段1748地號共1筆土地 106/02/21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翔勝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338191號 瑞翊建設 員林市明倫段389~392地號共4筆土地 106/05/09

12 巨匠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003383號 巨宿建設 花壇鄉明德段478~480、506地號等9筆土地 106/05/09

13 同成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145376號 皇富營造 彰化市延平段962地號共1筆土地 106/05/23

14 磊泰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016983等4筆 禾太建設 鹿港鎮東昇段140、140-2~140-23共23筆土地 106/06/06

15 德川家康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119585、0119587號等6筆 阜邑營造 員林市橋愛段1157、1157-2~1157-6地號共6筆土地 106/06/20

16 應德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011169、0011170號 京阜建設 彰化市民生段197-1、197-2地號共2筆土地 106/07/04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6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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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邑得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111257、0111760號等7筆 豐川悅建設 大村鄉鎮安段1443、1454、1459、1474地號共4筆土地 106/07/04

18 大湧建設 (106)彰大鄉建字第0000935號 葫蘆墩建設 大村鄉江夏段75、75-3~75-15地號共14筆土地 106/08/08

19 佑國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175109號 達瑞營造 埔鹽鄉成功段1629-2、1629-6~1629-23地號共19筆土地 106/08/08

20 信義不動產 (106)彰鹿建字第0015616~0015633號 臻冠建設 鹿港鎮振興段858-27、858-28地號共2筆土地 106/08/08

21 駿國建設 (106)福鄉建字第0011063~0011068號 同駿營造 福興鄉中興段1142、1143地號共2筆土地 106/10/03

22 商宸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178617、0178618號等4筆 商洺建設 北斗鎮大安段1308、1332、1333、1338-1等7筆土地 106/10/03

23 民楷建設 (106)彰鹿建字第0019976、0019977號 僑馥建設 鹿港鎮鹿安段1418地號共1筆土地 106/10/03

24 石大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261178號 傑陞建設 鹿港鎮鹿盛段1098-1、福興鄉福龍段1地號共2筆土地 106/11/07

25 可靖建設 (106)府建管(建)字第0336043、0336045等20筆 寶程建設 彰化市台鳳段545-2、聯興段430-1地號共30等土地 106/11/07

26 春淵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145587號 瑞晟建設 彰化市延和段1064地號共1筆土地 106/12/05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揚霖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038902號等17筆 鉅霖建設 伸港鄉伸光段720、722、723-2、756~758、763地號共7筆土地 105/01/19

2 總圓建設 (104)員鎮建字第0002904~0002907號共4筆 總誼建設 員林市圳南段711、711-1、711-2地號共3筆土地 105/02/02

3 晟光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0392384號 晟光營造 鹿港鎮東昇段99-2、99-14~99-26地號共14筆土地 105/02/02

4 總圓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127812號 總瑩建設 彰化市南興段13-3、13-11、13-12地號共3筆土地 105/03/08

5 聯利興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433064~0433081號共18筆 聯紅建設 秀水鄉西興段1876-12地號等23筆土地 105/05/17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雄順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154661號 昱誠圓建設 線西鄉頂庄段223地號共1筆土地 105/07/19

12 昕晟建設 (105)府建管(建)字第0215750、0215751號等12筆 力晶建設 員林市復興段1232地號等20筆土地 105/08/16

13 良陞建設 (105)花鄉建字第0009285號 良彰建設 花壇鄉溪北段75地號共1筆土地 105/09/19

14 瑞晟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455896號 勝元建設 彰化市大埔段510-1、510-2地號等4筆土地 105/10/04

15 聚勝建設 (104)彰秀鄉建字第0018411~0018413號等24筆 環達營造 秀水鄉下崙段175地號共1筆土地 105/10/18

16 金實在建設 (105)彰鹿建字第0018571、0018572號共2筆 巨林建設 鹿港鎮鹿安段389、394-1、394-2等5筆土地 105/10/18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5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5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7 惠眾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435551號 滿唐采建設 員林市復興段1412地號共1筆土地 105/10/18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大湧建設 (103)心鄉建字第1030018446、1030018447號 葫蘆墩建設 埔心鄉太平東段1706-17～1706-23地號等15筆土地 104/02/17

2 邦成建設 (103)員鎮建字第0015394號(變更後)第0033316號 普來得企業 員林鎮饒明段0373-0000地號等26筆土地 104/02/17

3 巨林建設 (104)彰秀鄉建字第0002532、0002533號 金石營造 秀水鄉西興段1010地號共1筆土地 104/03/03

4 昱宏土地開發 (103)府建管(建)字第0445845～0445877號 瑞勝建設 北斗鎮大安段702、702-1～702-4地號等34筆土地 104/03/31

5 九川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379903號 九鑄建設 員林鎮新西東段186、187地號共2筆土地 104/04/21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崧博建設 (104)福鄉建字第0004848號 元揚建設 福興鄉秀安段2397、2397-5地號等20筆土地 104/09/08

12 崧永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198990號 昆祐建設 員林市和平段1197、1208地號共2筆土地 104/10/20

13 頂真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242353號 唐宸建設 和美鎮糖友段1045地號共1筆土地 104/10/20

14 福鋼建設 (104)花鄉建字第0012565號 首裕建設 花壇鄉溪南段1858-1地號共1筆土地 104/11/04

15 詠寶建設 (104)彰鹿建字第0015410號 建誠建設 鹿港鎮永安段2650、2650-2～2650-26地號共26筆土地 104/11/17

16 金典建設 (104)府建管(建)字第0324132號 金石在建設 秀水鄉西興段1882、1882-8～1882-21地號等16筆土地 104/12/08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4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立啟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246151號 鉅彰建設 彰化市彰泰段92、92-1~92-10地號共11筆土地 103/01/07

2 應德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318611號 京阜建設 彰化市延和段691、691-9~691-20地號共13筆土地 103/01/21

3 寶弘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275379號 金寶弘建設 彰化市南興段354-4、355、357～359地號共5筆土地 103/03/18

4 金寶弘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318789、0318793～0318799號 寶弘建設 伸港鄉伸股段245地號共1筆土地 103/03/18

5 惠來建設 (102)心鄉建字1020013653號 滿唐采建設 埔心鄉瓦窯中段35地號等24筆土地 103/03/18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僑馥建設 (103)彰鹿建字第0010156～0010175號 玉堂居建設 鹿港鎮東昇段1161-1地號共1筆土地 103/06/17

12 福鋼建設 (103)彰大鄉建字第1119號等18筆 福彰建設 大村鄉江夏段748、749、752、753地號共4筆土地 103/06/17

13 首裕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086539、0086542號 福鋼建設 彰化市南興段903-6、903-25、904地號等6筆土地 103/06/17

14 楙焜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151495～0151501號等11筆 鹿東段1、1-1、永安段3637-5、3637-13地號共4筆土地 103/07/08

15 東大城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210929、0210930號 龍臻建設 彰化市莿桐段456-1、457、458-2地號共3筆土地 103/07/15

16 寶程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195415號 威晟建設 103/07/22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3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3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7 金實在建設 (103)彰鹿建字第0011950號 巨林建設 鹿港鎮海埔段514地號等23筆土地 103/08/04

18 商洪建設 (103)花鄉建字第5709號 商洺建設 花壇鄉花壇段411、414地號共2筆土地 103/09/16

19 昱宏土地開發 (103)府建管(建)字第0202285號 瑞銓建設 秀水鄉埔崙段534、527地號共2筆土地 103/09/16

20 瑞銓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202300、0202302號 京璽建設 彰化市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214-16地號等4筆土地 103/10/07

21 良彰建設 (103)福鄉建字第0011091～0011093號 良陞建設 福興鄉新社段168-3、169-1地號共2筆土地 103/10/07

22 瑞銓建設 (103)彰大鄉建字第12591～12593號等22筆 昱宏土地開發 大村鄉鎮安段1278、1278-1～1278-5地號等36筆土地 103/12/02

23 建誠建設 (103)府建管(建)字第0354555號 詠寶建設 埔心鄉東門段675，675-1～675-36地號共37筆土地 103/12/30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滿唐采建設 (101)心鄉建字第1010014819 號 永盛昌建設 埔心鄉瓦窯南段152-1～152-38地號共38筆土地 102/01/08

2 金實在建設 (101)彰秀鄉建字第0014927 號 巨林建設 秀水鄉復興段942、942-9～942-23地號共16筆土地 102/02/05

3 吉爾富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260811、0260812、0260815、0260816號 真滿意建設 溪湖鎮弘農段17、17-1～17-9地號共10筆土地 102/05/07

4 京讚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393601號 昱誠圓建設 和美鎮中和段133-1、134、139、140、140-1地號共5筆土地 102/05/21

5 建致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117141號等23筆 建岱建設 彰化市莿桐段1784-5地號等28筆土地 102/05/21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京讚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306674號 金帝寶建設 伸港鄉伸股段203、204地號共2筆土地 102/10/29

12 大興開發 (102)府建管(建)字第0302247號 瑞明建設 彰化市延和段691-2、693-4、694地號共3筆土地 102/11/12

13 新巢地產 (102)府建管(建)字第0161267號 新緯建築 彰化市福竹段276地號等100筆土地 102/12/03

14 可靖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356408號 連鎮建設 和美鎮嘉慶段30地號等14筆土地 102/12/03

15 瑞銓建設 (102)員鎮建字第0032865～0032875號 瑞勝建設 員林鎮饒明段520、520-1地號共2筆土地 102/12/17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2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16 兆原建設 (102)府建管(建)字第0376134號 昇泰建設 花壇鄉學前段306地號共1筆土地 102/12/17



No 申請公司 建照字號 擔保公司 建案基地座落 通過審核日期

1 建誠建設 (99)府建管(建)字第0320755 號等3筆 詠寶建設 彰化市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304地號等10筆土地 101/03/07

2 建誠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017052 號等26筆 達瑞營造 鹿港鎮永安段3361-27地號等27筆土地 101/03/07

3 建拓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062941號 建岱建設 花壇鄉中正段816地號等19筆土地 101/04/03

4 宇登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075195號等8筆 捷寶營造 和美鎮和西段16-2地號等10筆土地 101/04/24

5 立田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053873號 長成營造 田尾鄉田崙段0210地號等11筆土地 101/05/02

6 禮呈建設 (111)府建管(建)字第0365691號 達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201、201-28、201-29地號共3筆土地 112/5/8

7 瑞銓開發 (112)府建管(建)字第0036541號 君旺建設 彰化縣永靖鄉五常段408、413地號共2筆土地 112/5/8

8 毅品建設 (110)府建管(建)字第0317746號 悅綠墅建設 彰化縣田中鎮大安段338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9 富邑開發 (111)府建管(建)字第0377184號 總富建設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段1077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0 堡量建設 (112)府建管(建)字第0041979號 凱豐營造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段603地號共1筆土地 112/5/8

11 京阜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293037號等3筆 應德建設 101/12/04

12 瑞銓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321851～0321858等14筆 信邑建設 溪湖鎮湖南段0183-1地號等14筆土地 101/12/25

13 威晟建設 (101)府建管(建)字第0310866號 寶程建設 101/12/25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1年度辦理「預售屋同業連帶保證」建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