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檔案是由 Oracle Reports 建立的. 請在頁
面佈局模式下檢視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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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01號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董事長:阮剛猛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42號

楊宗睆

臺中市大甲區致用段74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全聖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12鄰甲東路59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2號

寶興盛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志昌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019號

于學強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0417-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4戶

高邦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03號

吳春森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里2鄰太原路三段269巷
16

102中都建字第00542號

朱健章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段0261-000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允德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55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4號

李文隆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828號

葉嘉

臺中市大雅區四德段59-2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05號

金鴻偉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宜德

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23鄰雅潭路四段542
巷1

102中都建字第00486號

黃天祈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8戶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臺中市龍井區三德段1340-67地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6號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20鄰中央路一段238
巷2
台灣台中農田水利會法定代理人:蔡篤乾

102中都建字第00394號

何嘉敏

臺中市北屯區太和段12-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5戶

大壹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3鄰太和六街3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7號

曾文德

102中都建字第00713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四塊厝段420-1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11鄰三線路30之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8號

俊麗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國光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21號

蔡逸泓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65-6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俊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2鄰自強街9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09號

俊麗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國光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22號

蔡逸泓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65-5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俊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2鄰自強街9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0號

俊麗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國光

1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23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蔡逸泓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65-4地號

俊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2鄰自強街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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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11號

俊麗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國光

1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24號

蔡逸泓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65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俊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2鄰自強街9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2號

張靖涓

1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43號

李澤昌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段162-15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城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13號

國泉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水和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27鄰軍功路二段238
號

13 102中都建字第00241號

王瑞男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坑段六路厝小段334-4地
號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6鄰平等五街31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0戶

邑陞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14號

林益成

1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3號

吳俊明

臺中市西屯區惠順段13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幸福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36鄰惠文七街8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5號

林威志

1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4號

吳俊明

臺中市西屯區惠順段13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幸福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36鄰惠文七街7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6號

張月娥

1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11號

臺中市北屯區建安段0695-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3中都使字第00017號

藍秀禎

1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213號

黃聖文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0113-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岦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9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8號

藍秀規

1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214號

黃聖文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0113-000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岦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9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19號

藍韋佳

1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215號

黃聖文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0113-000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岦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8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0號

藍之伶

2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216號

黃聖文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0113-0007地號

岦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8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2鄰環中東路一段
15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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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21號

藍永盟

2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217號

黃聖文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0113-000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岦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8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2號

和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元華

2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339號
地上14層地下3層3棟256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23號

2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77號

陳元治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段133地號

國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9鄰旱溪東路二段326
號
鴻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惠珠
游國添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二段0105-000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宥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里6鄰丁台路456巷6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4號

林仲洋

24 102中都建字第00171號

葉泰利

臺中市太平區福平段33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高固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里2鄰太平十二街2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5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朱文成

25 103中都建字第00004號

陳啟峰

臺中市龍井區福麗段72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建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9鄰龍港路49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6號

施錦郎

26 102中都建字第00292號

詹益彰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267-2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5戶

巨承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北興里9鄰國強街18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7號

蕭明瑜

2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700號

李如鈞

臺中市中區柳川段二小段47-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安齊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柳川里003鄰民族路16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8號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民小學(校長:洪秀菊)

28 102中都建字第00495號

游皓傑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段1198-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洪揚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華山路68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29號

廣擎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詩弦

2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49號

陳明楠

臺中市太平區萬福段199-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立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1鄰大興二一街8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30號

廣擎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詩弦

3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50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明楠
聯立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1鄰大興二一街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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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31號

廣擎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詩弦

3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51號

陳明楠

臺中市太平區萬福段199-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立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1鄰大興二一街7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32號

廣擎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詩弦

3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52號

陳明楠

臺中市太平區萬福段199-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聯立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1鄰大興二一街7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33號

賴國耀

3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207號

陳逸邦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段23-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城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34號

川發機械有限公司負責人:賴永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30鄰東山路一段377
之3

3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63號

葉錦榮

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1047-0017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正原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35號

林？洋

臺中市大里區建民里16鄰仁化工三路167
號

3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234號

詹淑琴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碑段81-28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信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36號

林？洋

臺中市西屯區逢福里32鄰福星路461巷16
號

3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235號

詹淑琴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碑段81-2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信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37號

林？東

臺中市西屯區逢福里32鄰福星路461巷18
號

3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237號

詹淑琴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碑段8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8戶

信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38號

張黃絹枝

臺中市西屯區逢福里32鄰福星路461巷20
號

3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892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39號

3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0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40號

4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0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張黃絹枝(自行監造)

臺中市神岡區建國段62地號

(自行承造)

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007鄰神林路70巷15
之9
A:信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炳文
谷昭瑩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段2210地號

總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6鄰中山路三段67巷
62弄
B:信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炳文
谷昭瑩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段2210-2地號

總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6鄰中山路三段67巷
62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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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41號

C:信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炳文

4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07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42號

4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08號

谷昭瑩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段2210-3地號

總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6鄰中山路三段67巷
62弄
D:信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炳文
谷昭瑩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段38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總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43號

程邦鑫有限公司負責人:盧寶琴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6鄰中山路三段67巷
62弄

4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057號

劉慶輝

臺中市東區旱平段16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田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9鄰旱溪街42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4號

賴谷成

4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18號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206-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達昱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5鄰祥順五街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5號

李信賢

4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178號

陳俊吉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段1187-18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祥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2鄰文山北巷2之3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6號

李致潔

4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647號

陳俊吉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段1187-18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祥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2鄰文山北巷2之3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7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4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08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8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4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09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27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49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4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0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28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1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0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1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29地號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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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51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2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3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1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2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3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3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1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3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4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3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2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4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5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3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2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5號

旺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皓

5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16號

林政宏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27-3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大墩十街2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6號

華星樂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村淇

56 97府工建建字第01679號

林煉昌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段38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57號

陳文賢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東里16鄰中山路一段
438號

5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94號

陳文賢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66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精昱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58號

林義助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2鄰神林路一段520巷
80

58 102中都建字第00937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四塊厝段432-8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1鄰口庄路20之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59號

鍵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羅祥豪

5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67號

蔡春泉

臺中市神岡區神工段149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1鄰堤南路3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0號

黃文盾

60 102中都建字第02428號

黃文盾

臺中市大安區安地段731地號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安區西安里4鄰大安港路902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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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61號

亞哥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廖紀友

6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51號

蔡琪祥

臺中市北區邱厝子段11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7戶

亞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邱厝里4鄰美德街32之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2號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董事長：李順安

62 99府工建建字第02396號

王乙鯨

臺中市大甲區南社段32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5鄰長安路2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3號

呂炳育

63 103中都建字第00140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段169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六分路18之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4號

東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廖豊民

6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64號

梁永森

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19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3戶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65號

陳永森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9鄰臺灣大道三段752
號

6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9號

邱金印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段23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將作建築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1鄰安和西路8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6號

竤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許丕宗

6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76號

廖偉立

臺中市西屯區何安段770地號

地上11層地下1層1棟18戶

欣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何安里1鄰四川路13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67號

陳廖味

67 102中都建字第00112號

陳泰和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60-3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億隆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68號

陳廖味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13鄰文昌街228巷103
號

68 102中都建字第00113號

陳泰和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60-3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億隆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69號

陳廖味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13鄰文昌街228巷105
號

69 102中都建字第00114號

陳泰和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60-3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億隆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70號

陳再騫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13鄰文昌街228巷107
號

7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052號

黃宗喜

臺中市大甲區雁門段999-6地號

塔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平安里8鄰三民路171號

地上4層1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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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71號

黃錦雪

7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744號

黃宗喜

臺中市大甲區雁門段1002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塔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平安里8鄰三民路17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72號

張仲仁

7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22號

張榮峰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3號

7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0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4號

7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1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5號

7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2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6號

7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3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7號

7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4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8號

7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79號

7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0號

8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7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中市北區水源段0351-0041地號

榮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19鄰中華路二段197之1
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30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91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29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93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8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95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7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97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6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99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5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4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3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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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81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8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8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2號

8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09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3號

8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0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4號

8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1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5號

8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2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6號

8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3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7號

8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4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8號

8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89號

8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90號

9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7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2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1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20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19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18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17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0-0006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11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10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09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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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091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9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8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92號

9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9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93號

9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20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94號

9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21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095號

9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22號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08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07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06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0005地號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胡永裕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段112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096號

何明澤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7鄰民生路四段136巷
10

9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593號

劉峻彰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40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阡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0鄰上墩路17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97號

翔悅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志淋

9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80號

童健程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100-00地號

地上7層地下1層1棟1戶

宏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24鄰福星北三街3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98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所長:陳駿季

9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23號

林坤翰

臺中市霧峰區農試所段589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互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里中正路18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099號

廖德淘

9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81號

廖榮聰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592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2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00號

江天湖

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8鄰環中路二段1101
號

100 102中都建字第0107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二段50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4鄰中投東路一段4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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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01號

呂素珍

10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23號

江玲莉

臺中市神岡區十五庄段41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7鄰文賢街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2號

林國棟

10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3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二段0883-000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里8鄰四德南路10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3號

詹浩志

103 102中都建字第02059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豐原區合作段28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豐原區豐南里3鄰豐南街66巷3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4號

黃慶耀

10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15號

自行監造(黃慶耀)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段北溝小段1-327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黃慶耀)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里8鄰中坑巷18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5號

陳淑真

10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086號

范達榕

臺中市豐原區新水源段55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嵩里3鄰北陽路43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6號

禾寬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文聰

10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406號

林勝棟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段0401-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3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9鄰頭家路47巷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7號

劉鴻吉

107 102中都建字第02903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烏日區重建段1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3中都使字第00108號

林永芳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5鄰五光路復光六巷
19

108 102中都建字第01456號

林澄松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133-59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安強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三和里5鄰東光路78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09號

林永芳

109 102中都建字第01456號

林澄松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133-59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安強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三和里5鄰東光路78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0號

陳志全

110 101中都建字第03593號

羅佳格

臺中市大甲區義和段480地號

復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義和里5鄰中山路一段63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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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11號

邦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錦安

11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69號

陳鴻逸

臺中市龍井區茄投段107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12號

張永昌

臺中市龍井區竹坑里3鄰茄投路一段85巷
39號

11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083號

臺中市大雅區自立段164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雅區四德里16鄰中山十二路2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3號

林文慧

11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477號

游國添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414-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里22鄰大里街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4號

陳韋如

11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44號

陳丁清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段62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12鄰海濱路1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5號

林金樹

11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763號

陳孟森

臺中市沙鹿區英才段712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8鄰北英路10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6號

陳坤煌

11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65號

陳坤煌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六張犁段16-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坤煌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里3鄰光復路23之1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7號

樂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維洲

11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48號

黃？展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段194-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樂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平興里1鄰僑孝街26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18號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兼代局長:范植谷

11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047號

林榮輝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段53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立穎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19號

金順進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許添奇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里2鄰沙田路三段549巷
9號

11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56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南湖段26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企佑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20號

黃秀米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16鄰中興路一段1巷1
弄

12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743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石岡區新金星段338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石岡區九房里10鄰豐勢路山下巷1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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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21號

新富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祁碧君

12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13號

陳吉彰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7戶

新月盛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22號

張桶養

12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57號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坑段北勢坑小段215-2地
號
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10鄰東晉五街12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七塊厝段351-2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3鄰安眉路11之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23號

王雯昌

12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49號

梁永森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段1303-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宜德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24號

航宜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淑華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32鄰民生路222巷1弄
8號

124 102中都建字第01184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25號

12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28號
地上5層1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26號

12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29號
地上5層1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27號

12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0號
地上5層1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28號

12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1號
地上5層1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29號

12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2號

吳明遠

臺中市大甲區甲嘉段515地號

韋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江南里5鄰東西七路一段92
號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伸琪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0436-0003地號

晁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軍福十三路129
號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伸琪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0436-0000地號

晁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祥順路二段228
號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伸琪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0436-0001地號

晁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祥順路二段227
號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伸琪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0436-0002地號

晁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祥順路二段226
號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伸琪
游道生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0436-0004地號

地上5層1棟1戶

晁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30號

何松霖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祥順路二段225
號

13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31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太平區振興段207-1地號

峰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福路807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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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31號

何瑞澤

13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27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太平區振興段201-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峰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福路109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2號

何定瑋

13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923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太平區振興段201-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峰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福路109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3號

施伯政

13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97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光日段125-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10鄰公園路279之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4號

物理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黃亦仁

134 102中都建字第00174號

游國添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1210-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承技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17鄰錦州路31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5號

帛昇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劉錦興

13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93號

劉慶輝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00-1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2戶

路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5鄰永安街5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6號

林炳南

13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90號

陳泰和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段大南小段203-98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37號

張谷州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22鄰興隆街139巷11
之1

13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77號

林國治

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7-20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秉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藍興里22鄰公館路2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8號

朱素津

13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452號

曾雨忠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1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基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5鄰葫蘆墩三街11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39號

沈金足

13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259號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143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3中都使字第00140號

柯智偉

140 102中都建字第00118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段456-3地號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12鄰興祥街41巷2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15鄰大林路271巷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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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41號

陳至正

14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385號

張晨昇

臺中市東區花園段三小段1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振興里4鄰信義街5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2號

蔡增榮

142 102中都建字第01365號

劉顯彰

臺中市豐原區三陽段17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0戶

晉易土木包工業

103中都使字第00143號

葆聯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劉桂妙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2鄰豐原大道五段37
號

143 102中都建字第00432號

游國添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段3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3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25鄰永康路33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4號

樸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榮彬

144 102中都建字第00390號

江玲莉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271-5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民生里14鄰田心路一段6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5號

徐雲欽

145 102中都建字第00332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東勢區大茅埔段70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8鄰東關路228之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6號

經冠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勇男

146 101中都建字第03621號

吳啟炘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段27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4戶

基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7鄰遼陽五街2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7號

萬建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萬建

147 102中都建字第00057號

黃世平

臺中市豐原區柑宅段70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長榮興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48號

楊素霞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15鄰田心路二段267
巷3

14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359號

蘇煜淳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段0768-000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登聰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9鄰南村路2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49號

何錫沂

149 102中都建字第02706號

蔣永輝

臺中市南屯區三塊厝段102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榮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三厝里6鄰向上路三段4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0號

何錫沂

150 102中都建字第02707號

蔣永輝

臺中市南屯區三塊厝段1023地號

榮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三厝里6鄰向上路三段46之1
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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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51號

廖述淇

151 102中都建字第00664號

廖述淇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馬岡段246-0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廖述淇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8鄰龍善三街13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2號

吳明坤

15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78號

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373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3中都使字第00153號

東暉資產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王茂青

153 102中都建字第02336號

臺中市大甲區銅安里8鄰長壽路41之10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光日段11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鳳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20鄰公園路30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4號

帛昕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碧雪

15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92號

劉慶輝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2戶

路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5鄰永安街5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5號

廖新一

155 102中都建字第01978號

葉水龍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65-77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1鄰中正路44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6號

郭福盛

15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57號

黃旭川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57號

15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401號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段101-23地號

勗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24鄰沙田路一段320
巷5
加和營造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邱文祥
蔡琪祥

臺中市豐原區豐社段229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6戶

加和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8鄰社皮路41巷2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8號

廖述漙

15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318號

王銘山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246-00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合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西苑二街2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59號

陳連壽

15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27號

王瑞年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21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31鄰博愛路51巷4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60號

富丞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童富祿

16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094號
地上3層1棟27戶

黃世平

臺中市豐原區永豐段47-3地號

冠鵬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翁明里11鄰東北街285巷10
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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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61號

劉慶三

16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631號

江啟銓

臺中市大雅區花眉段2-1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0戶

巨立營造有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62號

陳枝成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里1鄰中正路花眉巷37
號

162 103中都建字第00199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金城段385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里舊社路140之7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63號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博義

16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28號
地上14層地下2層2棟54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64號

16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69號

楊意堅

臺中市大雅區永興段0781-0000地號

億巨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16鄰中清路二段141
巷9
品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益寬
何朝宗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0396-0000地號

地上12層地下2層2棟53戶

欣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65號

鎮豐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清賓

臺中市南區工學里8鄰德富路328號二樓之
1

16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134號

范達榕

臺中市北區東義段0207-0006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4戶

鎮豐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賴興里4鄰文昌一街2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66號

鎮豐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清賓

16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135號

范達榕

臺中市北區東義段0207-000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3戶

鎮豐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賴興里4鄰文昌一街3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67號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連發

16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58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3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68號

16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59號

劉鎮忠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段2地號

德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21鄰東山路一段379
之1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連發
劉鎮忠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段2-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0戶

德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69號

鄭文欽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21鄰東山路一段379
之1

169 102中都建字第01066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甲區金華段4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甲區岷山里4鄰水源路706巷9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70號

崇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昇慶

17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36號
地上2層1棟1戶

林世明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段1000地號

豐全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14鄰台西南路256巷
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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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71號

王映方

171 102府授都建建字第00972號

黃聰明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段837-1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業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72號

許新旺

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13鄰公益路二段172
號

172 102中都建字第00074號

駱世鴻

臺中市中區繼光段五小段5-5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群益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繼光里16鄰繼光街15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73號

崇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昇慶

17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548號

林世明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段1000-2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豐全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74號

徐桂鳳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14鄰台西南路256巷
25之

17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384號

蔡春泉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段82-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16鄰西勢一街8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75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17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445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23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81號

17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220號

龔瑞琦
協聯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5鄰學田路568巷60弄
1號
綺發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蔡清奇
陳孟森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高崑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82號

劉順福

177 102中都建字第01110號

(自行監造)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103中都使字第00183號

臺中市烏日區山頂段706-1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696-1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10鄰民權路44之6號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段0311-0地號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里7鄰三重二路89號

黃獻忠

17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9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段大南小段1073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19鄰協中街181之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84號

賴文祈

179 102中都建字第00260號

吳錦彰

臺中市南屯區惠禮段146-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惠文路32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85號

賴文祈

180 102中都建字第00261號

吳錦彰

臺中市南屯區惠禮段146-3地號

東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惠文路326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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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186號

賴文祈

181 102中都建字第00262號

吳錦彰

臺中市南屯區惠禮段146-2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惠文路32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87號

賴文祈

182 102中都建字第00263號

吳錦彰

臺中市南屯區惠禮段146-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惠文路33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88號

賴文祈

183 102中都建字第00264號

吳錦彰

臺中市南屯區惠禮段14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展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惠文路33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90號

顧碩真

18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39號

謝和昌

臺中市霧峰區峰東段209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加和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92號

蔡進城

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13鄰德維街11巷3之1
號

18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850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北段152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3鄰大楊南街1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95號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復興

18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19號

錢志誠

臺中市梧棲區港口段335-21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鼎益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南堤路二段10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96號

王大瑜

18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566號

詹淑琴

地上3層1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197號

吳敏富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段南勢坑小段38-29地
號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里6鄰自由路89號

188 102中都建字第0227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段埔子小段909-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沙鹿區埔子里8鄰正義路107巷5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198號

林煌財

189 102中都建字第01964號

謝秋來

臺中市大甲區孟春段100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台聖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孟春里11鄰經國路2076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1號

何吉雄

190 102中都建字第01291號

游國添

臺中市東區振興段0072-0000地號

允德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3鄰旱溪西路一段15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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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202號

連玫玲

19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709號

謝秋來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子段78-1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台聖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里9鄰大富路98巷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3號

鄭育芳

19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456號

林煉昌

臺中市豐原區市政段779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204號

洪如玉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23鄰田心路二段175
號

19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321號

劉慶輝

臺中市東區旱清段222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田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3鄰十勇街2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5號

柯美雲

19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434號

黃宗喜

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507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2鄰青二路5巷2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6號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主任:鄭予靜

19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85號

楊捷安

臺中市西區平民段三小段7-1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世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明街2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7號

閻翠蘋

19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116號

劉顯彰

臺中市南屯區豐富段37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鴻榮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11鄰文心南七路2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8號

圓鐘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裕超

19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37號

蔡忠誠

臺中市太平區忠平段151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德元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20鄰東平路777巷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09號

佑吉元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賴素勤

19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38號

蔡忠誠

臺中市太平區忠平段151-3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德元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20鄰東平路777巷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0號

寶鼎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慧如

19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3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南湖段566-1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2戶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28鄰東南路62巷1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1號

寶鼎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慧如

20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4號
地上3層地下9層9棟1戶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南湖段566-13地號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28鄰東南路62巷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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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212號

寶鼎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慧如

20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5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南湖段566-1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28鄰東南路62巷2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3號

寶鼎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慧如

20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0戶
103中都使字第00214號

203 102中都建字第00684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南湖段566-1地號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28鄰利民街7巷36弄2
號
愛爾蘭商速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戴士禮
龔瑞琦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段16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昭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1鄰安和路120之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5號

宋逢吉

20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22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神岡區社南段121-1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12鄰三社路35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6號

登仰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韋志

205 99府都建建字第01076號
地上15層地下3層3棟53戶
103中都使字第00217號

20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809號

吳六合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段443地號

呈峰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7鄰昌平路二段21號
二
采鑫國際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劉健邦
游國添

臺中市神岡區神工段84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億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12鄰豐工中路3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8號

張國勳

207 102中都建字第01376號

張永照

臺中市西區麻園頭段84-16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25鄰向上北路12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19號

林笑英

20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776號

鄭斯新

臺中市北屯區青萍段101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廣瀚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220號

黃偉剛

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16鄰東山路一段147
巷9

20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890號

劉宇

臺中市西屯區中義段731地號

地上5層1棟1戶

台翰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何安里10鄰天水西三街5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1號

上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月珠

210 102中都建字第0000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朝舜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318-3地號

上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里11鄰河北三街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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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222號

上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月珠

211 102中都建字第00007號

陳朝舜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318-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上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里11鄰河北三街5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3號

上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月珠

212 102中都建字第00008號

陳朝舜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318-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上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里11鄰河北三街5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4號

上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月珠

213 102中都建字第00009號

陳朝舜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31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上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里11鄰河北三街5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5號

中都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何雅嵐

21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062號

游國添

臺中市北屯區倡和段6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日升昌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27鄰景賢北街5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6號

張明錦

21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54號

童介榮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段592-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榮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里2鄰廣福路19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7號

廖御菱

21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50號

徐健銘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段71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哲？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里7鄰大通街131巷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8號

陳介源

21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470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101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墩南里4鄰南村路80之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29號

許仲強

21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387號

葉泰利

臺中市西屯區中仁段29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大河里15鄰永輝路2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0號

張進安

219 102中都建字第00147號

楊博翔

臺中市南屯區永富段47-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8戶

功和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新生里4鄰益豐路四段69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1號

王江松美

220 102中都建字第00097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棟樑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8-214地號

立宏康宸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1鄰向上路一段118之1
號

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01

月

使用執照號碼

起造人（ 其中一人代表）

序 建造執照號碼
號

監造人（ 其中一人代表）

建築物地號（其中一筆代表）

層棟戶數

承造人（ 其中一人代表）

建築物門牌號碼（其中一戶代表

103中都使字第00232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221 102中都建字第00715號

陳世榮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158-0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德里1鄰精誠十六街1之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3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222 102中都建字第00716號

陳世榮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158-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德里1鄰精誠十六街3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4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223 102中都建字第00717號

陳世榮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158-0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德里1鄰精誠十六街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5號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顏文澤

224 102中都建字第00718號

陳世榮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15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德里1鄰精誠十六街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6號

玖芳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劉敏瑛

225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489號

陳棟樑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115地號

地上9層地下2層2棟1戶

久億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24鄰福星北路1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7號

億川鐵工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薛秋發

226 97府都建建字第00519號

謝其安

臺中市南屯區寶文段645-6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1戶

國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18鄰精科一路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38號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鄭欽天

227 99府都建建字第00104號

劉畀澧

臺中市西屯區惠順段118地號

地上29層地下6層6棟103戶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35鄰市政路53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0號

天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蘇慧超

22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2274號

黃明威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142-0000地號

地上8層地下1層1棟3戶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24鄰福星北路4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1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29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4號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太祥東街1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2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3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1地號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太祥東街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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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243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3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6號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太祥東街11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4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3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7號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太祥東街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5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3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8號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5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祥順一街30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6號

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挺生

23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89號

王銘聰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段94-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子里2鄰祥順一街2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7號

坤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劉金山

235 102中都建字第00687號

張順明

臺中市清水區？榔段837-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東宜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康榔里17鄰中橫十四路85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48號

王淑香

236 102中都建字第00683號

吳洋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18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義昌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30鄰立元路6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53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所長:陳駿季

23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663號

楊捷安

臺中市霧峰區農試所段49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昱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里中正路189號

103中都使字第00257號

昇群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振偉

238 102中都建字第00080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42戶
103中都使字第00258號

239 99府都建建字第01089號
地上25層地下4層4棟82戶
103中都使字第00272號

240 102中都建字第00739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黃郁文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段2035-16地號

正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磺溪里1鄰文昌路二段34巷
23號
聯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韋侖
張德昌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99-00地號

拓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20鄰市政北一路258
號三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代表人:張大春
黃榮淙

臺中市后里區七塊厝段314地號

德旺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2鄰安眉路1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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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都使字第00301號

紀思安

241 102中都建字第01952號

楊文昌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段667-0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103中都使字第00302號

周美蓉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12鄰三港路355巷133
號

24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898號

賴友祥

臺中市神岡區大洲段725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堡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14鄰大洲路307號

103中都使字第00303號

李哲源

243 102中都建字第00906號

游國添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段9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19鄰綠山三街32號

103中都使字第00304號

林榮洲

244 102中都建字第00295號

黃世平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二段28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長榮興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5鄰雅豐街57巷38號

103中都使字第00305號

張瓊媛

245 102中都建字第00238號

陳孟森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207地號

憶慶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2鄰長億六街79巷51
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