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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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66號

曾嘉德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67號

梁明勝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段0767-000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名園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3鄰安林路16之1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67號

林吉盛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41號

自行監造

地上1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68號

吳豐佑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96號

游國添

臺中市神岡區大社東段115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10鄰大圳路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69號

A1達嶺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旭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1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1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0號

A2達嶺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旭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中山路614巷125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2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1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1號

A3戚幼華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中山路614巷123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3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17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2號

B1達嶺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旭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中山路614巷121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4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3號

B2達嶺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旭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文昌街193巷15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5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4號

B3達嶺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旭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文昌街193巷17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36號

許明墩

臺中市神岡區圳前段868-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7號

林松岳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2鄰文昌街193巷巷
19號

1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78號

賴友祥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段858地號

中南海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34鄰瑞城一街171號

1

2

3

4

5

6

7

8

9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214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4鄰大明路191巷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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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78號

劉冠宏

11 98府工建建字第00779號

虞承宗

臺中市豐原區三陽段668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佑直旺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85號

台中市政府法定代理人:胡志強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19鄰豐原大道三段
239之

12 99府都建建字第00759號

連震岳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登福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86號

晟溢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周基煌

1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892號

112-22地號
臺中市北區篤行路321號

楊子福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2354-000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9戶

鉅輝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87號

大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秀論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12鄰大林路140巷48
之4

1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36號

戴台津

臺中市霧峰區柳樹湳段0691-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5鄰柳豐一街2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88號

大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秀論

1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37號

戴台津

臺中市霧峰區柳樹湳段0691-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5鄰柳豐一街2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89號

大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秀論

1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38號

戴台津

臺中市霧峰區柳樹湳段0691-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5鄰柳豐一街2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0號

大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秀論

1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39號

戴台津

臺中市霧峰區柳樹湳段0691-0000地號

地上0層地下5層5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5鄰柳豐一街3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1號

大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秀論

1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40號

戴台津

臺中市霧峰區柳樹湳段0691-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5鄰柳豐一街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2號

泳翌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姚應龍

1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70號

郭坤池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埔段213-3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興億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9鄰中山路47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3號

泳翌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姚應龍

2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71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郭坤池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埔段213-12地號

興億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9鄰中山路6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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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4號

洪其昌

2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32號

呂哲奇

臺中市南區番婆段406-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鵬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5號

洪其昌

臺中市南區樹德里7鄰大慶街二段49之60
號

2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33號

呂哲奇

臺中市南區番婆段406-19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鵬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6號

鴻象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慧裕

臺中市南區樹德里7鄰大慶街二段49之61
號

2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835號

陳俊宏

臺中市豐原區博愛段727-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慶碁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12鄰信義街26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7號

鴻象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慧裕

2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836號

陳俊宏

臺中市豐原區博愛段72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慶碁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12鄰信義街2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8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25 99府工建建字第01566號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23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0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東和里8鄰中和街296巷1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299號

佢霖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坤田

2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3184號

黃榮淙

臺中市烏日區重建段0624-000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0號

林耿元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10鄰五光路607巷52
號

2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651號

林肇英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631-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工學里13鄰高工路8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1號

八展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白慧芳

2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33號

陳俊宏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343-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8戶

八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和祥六街7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2號

張鍊燦

2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38號

自行監造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3號

3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99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724地號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8鄰神林路一段342巷
11
新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羅友竹
蔡銘座
國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館段0187-0020地號
21鄰五權西三街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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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4號

孫秋華

3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31號

梁永森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194-4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4鄰大明路19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5號

鐘延旺

3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589號

鐘延旺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一段0904-000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鐘延旺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里6鄰六股路262之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6號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周江賜

33 99府工建建字第01096號

洪清安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竹林小段157-1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0戶

九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0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7號

蔡協義

3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96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段1050-1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鋐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8號

張仲棋

臺中市大雅區雅楓里4鄰民生路三段36北
巷

35 99府都建建字第00715號

黃裕杰

臺中市北屯區松觀段522-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2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09號

吉緯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許素英

臺中市北屯區松安里3鄰興安路二段405巷
32

3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3號

施俊民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0041-004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0號

吉緯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許素英

臺中市北屯區三和里15鄰東山路一段140
巷6

3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4號

施俊民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0041-021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1號

今景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瑞陽

臺中市北屯區三和里15鄰東山路一段140
巷6

3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70號

謝華洋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贊銘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2號

今景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瑞陽

3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71號

謝華洋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贊銘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3號

蕭龍原

59-13地號
臺中市北區賴村里11鄰大德街151巷2號

59-14地號
臺中市北區賴村里11鄰大德街151巷2之1
號

4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34號

自行監造蕭龍原

臺中市潭子區大埔厝段牛埔子小段8-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蕭龍原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里5鄰民族路三段1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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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4號

張鳳琴

4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667號

詹淑琴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段112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1鄰東崎街35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5號

王美齡

42 97府工建建字第01340號

黃旭川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段92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良和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7鄰豐東路14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6號

施明昇

4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095號

黃建成

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87-9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福興里11鄰福新街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7號

普星機械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素卿

4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069號

游國添

臺中市豐原區南田段658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旺詮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8號

王黃秀緞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鄰豐原大道五段216
巷

4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67號

李秋波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段525-1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里14鄰神清路17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19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46 98府工建建字第01578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7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0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47 98府工建建字第01579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7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1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48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0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7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2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49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1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7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3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0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2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5地號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80號

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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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4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1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3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6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8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5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2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4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7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8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6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3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5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8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7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4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6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3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9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8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5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7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4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9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29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6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8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4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9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0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7 98府工建建字第01589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2-4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19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1號

金大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順華

58 98府工建建字第01590號

林正仁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66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9鄰華昌街20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2號

臺中市政府法定代理人:市長胡志強

5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31號

王木樹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段37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豐申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街8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3號

喬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門騰

6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628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何朝宗

臺中市東區旱平段0060-0000地號

欣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9鄰十甲東路6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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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4號

喬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門騰

6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629號

何朝宗

臺中市東區旱平段0060-001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欣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9鄰十甲東路60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5號

喬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門騰

6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630號

何朝宗

臺中市東區旱平段0060-001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8戶

欣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9鄰東英九街16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6號

張錦江

63 99府工建建字第02616號

張永照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段203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晉易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16鄰西勢六街5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7號

張金龍

64 98府工建建字第01573號

梁明勝

臺中市太平區七星段62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左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2鄰德利路8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8號

寶璽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梁德煌

65 99府都建建字第00547號

許榮江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186地號

地上12層地下3層3棟33戶

寶廣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39號

林華隆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27鄰山西路3段66號2
樓

6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31號

張晨昇

臺中市石岡區新廣興段0520-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2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石岡區九房里6鄰豐勢路廣興巷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0號

廖瑞章

6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8號

賴志信

臺中市南屯區保安段1140-0000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7鄰保安二街15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1號

林孟滄

6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044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東段1282-1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2號

林權龍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2鄰太明路成豐巷301
之

6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045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東段1282-1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3號

許世宗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2鄰太明路成豐巷301
之

7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97號

黃文杰

臺中市西屯區安林段0798地號

達聯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12鄰西屯路三段宏安
巷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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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4號

鄭世福

7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07號

王福君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段59-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鉅松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安街11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5號

鄭世佑

7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08號

王福君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段5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鉅松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安街11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6號

林奇財

7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609號

黃聖文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段336-8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7號

趙秋東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18鄰西濱路三段247
號

7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379號

黃公石

地上1層1棟1戶

冠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8號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校長:陳木柱

75 99府工建建字第00878號

臺中市北屯區太和段15地號
3鄰景賢路218號

賴張亮

臺中市清水區新興段670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展華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靈泉里12鄰新興路1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49號

王丁煌

7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90號

黃丈展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東段34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耀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5鄰光明路41巷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0號

陳瑞柏

7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0號

林恩旭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206-0000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加州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福星路24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1號

廖財聰

7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1號

林恩旭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203-0000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加州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福星路24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2號

廖登松

7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2號

林恩旭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202-0000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加州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福星路25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3號

吳洪秀英

8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3號
地上3層1棟1戶

林恩旭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0199-0000地號

加州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福星路2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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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4號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負責人：陳劭良

8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312號

林德群

臺中市清水區海濱段臨港小段35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餘慶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海濱里15鄰北橫七路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5號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蔡實鼎

82 99府工建建字第00559號

童健程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坑段六路厝小段715-1地
號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里5鄰晉文路229巷69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0戶

宇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6號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鍾榮吉

83 99府工建建字第00924號

郭曉峰

臺中市梧棲區港口段335-2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鎮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7號

卜運和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13鄰南堤路二段100
號

8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85號

范達榕

臺中市豐原區南嵩段0557-0007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禾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南嵩里5鄰水源路9巷12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8號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朱少華

85 97府工建建字第01616號

林大森

臺中市梧棲區港口段0339-0000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正荃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13鄰南堤路二段8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59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8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05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0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8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06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1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8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07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2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8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08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3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9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09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2地號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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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4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9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10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5號

金順祥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金燕

9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11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50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2鄰內新街116之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6號

劉秀鳳

9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82號

洪錫宏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段70-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20鄰龍山街8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7號

陳政元

9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23號

劉慶輝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段0420-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季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8號

黃鴻毅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7鄰潭興路二段480
巷4

9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24號

劉慶輝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段0420-000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季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69號

陳文通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7鄰潭興路二段480
巷4

9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25號

劉慶輝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段0420-000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季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0號

曾昱倫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7鄰潭興路二段480
巷3

9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26號

劉慶輝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段0420-000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季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1號

顏春月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7鄰潭興路二段480
巷3

9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106號

林煉昌

臺中市豐原區福德段799-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鉦翊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2號

林美惠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1鄰豐南街92巷81弄
31號

9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95號

游國添

臺中市清水區頂湳段1113-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康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頂湳里1鄰中山路5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3號

郁富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應富

10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808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4戶

蔣敬三

臺中市大甲區賢仁段374地號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里17鄰錦上街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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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4號

郭能傑

10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24號

陳泰和

臺中市東區頂橋子頭段488-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順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橋里23鄰建智街11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5號

曾士銘

10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17號

陳泰和

臺中市豐原區一心段32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32鄰成功路30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6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19號

劉畀澧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7號

116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0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8號

117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1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79號

118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2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0號

119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3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1號

120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4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2號

121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0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5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3號

128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4地號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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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4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7號

劉畀澧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5號

130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8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6號

131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29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7號

132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0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8號

133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1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89號

135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2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0號

136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3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1號

140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4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2號

141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1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5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3號

142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001地號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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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4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7號

劉畀澧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3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5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8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九街56號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3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6號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39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7號

12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0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九街52號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28地號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
122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劉畀澧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2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8號

123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1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3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399號

125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2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1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0號

127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3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1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1號

126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4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1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2號

137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2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5號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3號

139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源釗

13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4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劉畀澧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臺中市北屯區太祥段0025-6地號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2鄰祥順東路二段
138

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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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4號

旺達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文賢

131 99府工建建字第02785號

張文華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段3221-4地號

地上4層1棟12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5號

旺達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文賢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24鄰中興路128巷111
號

132 99府工建建字第02786號

張文華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段3221-2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6號

大眾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春錦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24鄰中興路128巷135
號

13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182號

黃聰明

臺中市大里區日新段1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0戶

元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日新里2鄰日新路46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7號

唐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春福

134 99府都建建字第00603號

許榮江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段12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0戶

永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西苑路21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8號

林黃幼

13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772號

自行設計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段4-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09號

張錦煌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2鄰雅潭路二段1巷1
之

13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190號

張錦煌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花眉段62-1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0號

張建智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里4鄰中正路花眉巷14
之

13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18號

王福君

臺中市大雅區自立段1202-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1號

謝秀敏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25鄰中和六路46之1
號

138 99府都建建字第00134號

劉峻彰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碑段2075-1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上德里23鄰智惠街15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2號

林賴助枝

13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31號

黃世平

臺中市神岡區厚生段277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望角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3鄰中山路112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3號

詹雪微

14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28號

游國添

臺中市太平區德興段117地號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9鄰新光路新生50巷
32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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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4號

晉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益釗

141 99府工建建字第02136號

陳人忠

臺中市神岡區神工段148地號

地上2層1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1鄰堤南路3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5號

泰鉅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朝信

142 99府都建建字第00329號

王紹述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709地號

地上12層地下3層3棟115戶

正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工學里17鄰復興路一段36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6號

蔡蕭月珍

143 99府工建建字第01245號

虞承宗

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41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鑫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22鄰爽文路50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7號

蔡蕭月珍

144 99府工建建字第01246號

虞承宗

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419-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鑫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22鄰爽文路50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8號

廖宏盛

14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71號

黃文彬

臺中市西區大益段638-5地號

地上4層1棟2戶

北欣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6鄰大墩十一街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19號

雙橡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樹生

146 99府都建建字第00744號

陳俊男

臺中市北區中興段47地號

地上12層地下3層3棟43戶

華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明德里21鄰太原北路8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0號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吳寶田

14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60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1號

14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613號

侯西泉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段月眉小段24-28地號

中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里11鄰安眉路115之70
號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法定代理人:王壽來
姜樂靜

臺中市南區萬安段二小段1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欽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2號

林秀暖

14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34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里區大孝段13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26鄰永大街77巷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3號

祿隆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錫祿

15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68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楊文昌

臺中市梧棲區港口段30-3地號

大左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里10鄰中橫十路1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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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4號

張立群

151 98府工建建字第01513號

江玲莉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段655-13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東賢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新興村4鄰沙田路二段7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5號

大三沅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蔡俊雄

15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013號

楊文昌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段1026-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5戶

佳益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6號

南屏山空空堂管理者:許木雲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里32鄰光明街350巷98
號

153 98府工建建字第00426號

江啟銓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坑段64-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7號

郭美鶯

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1鄰長龍路二段南國
巷

15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12號

江錦章

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96-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8號

林海生

臺中市大里區夏田里9鄰國中路十股巷72
號

15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13號

江錦章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2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29號

156 99府都建建字第01107號

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96地號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夏田里9鄰國中路十股巷76
號
欣村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王韻真
王銘聰

臺中市西屯區東林段0536-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6戶

威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4鄰福雅路637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0號

張清山

15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70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六張犁段42-29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里3鄰光復路14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1號

大熊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梁信雄

15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24號

張坤隆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284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23戶

唐將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2號

大熊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梁信雄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30鄰神林路一段204
巷2

15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2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9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3號

160 99府工建建字第01630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18戶

張坤隆

臺中市大雅區自強段2849-33地號

唐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30鄰神林路一段204
巷2
上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坤鎮
唐真真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0079-0000地號

信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1鄰立文街1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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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4號

威捷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管美珍

161 99府工建建字第02779號

陳明楠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851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11鄰東洲路285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万太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5號

蔡碧花

16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070號

施純誠

臺中市北屯區仁德段344地號

地上3層1棟4戶

富承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2鄰后庄路10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6號

許郭玉霞

16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072號

呂哲奇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段365-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貴融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19鄰公益路二段8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7號

鄧淑真

16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536號

吳啟炘

臺中市潭子區中興段38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8號

洪文龍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東里4鄰中興路32巷12
號

16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84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西段0414-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39號

曾秀枝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10鄰溪南路一段18巷
19

16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49號

黃榮淙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38-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祥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20鄰文昌東街4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0號

曾明端

16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570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甲區永信段0393-000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1號

正騏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榮源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里10鄰中山路一段1415
號

16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6號

陳慶利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2號

16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7號

臺中市北屯

17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8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3鄰太順東街107號

正騏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榮源
陳慶利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3號

臺中市北屯區太順段145-1地號

臺中市北屯區太順段145-2地號
13鄰太順東街105號

正騏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榮源
陳慶利

臺中市北屯區太順段145-5地號
13鄰太順五街1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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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4號

正騏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榮源

17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9號

陳慶利

臺中市北屯區太順段145-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5號

172 99府工建建字第01539號

13鄰太順五街193號
張瑞益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雅區馬岡段248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6號

173 99府工建建字第01252號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8鄰龍善三街143號
林木棋
林賜郎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段029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昱創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里6鄰三線路13之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7號

林木雄

174 99府工建建字第01253號

林賜郎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段0293-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昱創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里6鄰三線路13之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8號

黃炳森

175 99府工建建字第01889號

黃旭川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段83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望角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里14鄰中和街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49號

寶崍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徐大維

17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31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60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0號

17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8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大里區喬城段0348-0000地號

永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祥興里22鄰大興街18巷3之1
號
社團法人台中市簡會益宗親會法定代理人:簡清丈
游道生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段1427-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鉅鎮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田心北三巷1弄5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1號

社團法人台中市簡會益宗親會法定代理人:簡清丈

17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9號

游道生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段1427-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鉅鎮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田心北三巷5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2號

林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79 100府工建建字第02726號

負責人：阮坤池

陳世榮

臺中市太平區和平段389地號

地上5層1棟31戶

國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平安里6鄰精美路16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3號

大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趙建中

180 99府都建建字第01110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13戶

鄭斯新

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504-1地號

存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永興里8鄰高工一街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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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4號

江政聰

18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07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新站南段69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6鄰三和路9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5號

宋明昭

18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00號

陳志榮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6號

183 99府都建建字第01086號

臺中市潭子區嘉仁段1093地號

鉅松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嘉仁里20鄰仁愛路2段239巷
1之
磐興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賴金聲
鄭斯新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段334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寓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里3鄰豐樂路二段22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7號

磐興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賴金聲

184 99府都建建字第01087號

鄭斯新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段3344-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寓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里3鄰豐樂路二段23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8號

江昆瑾

18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34號

張坤隆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2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59號

186 99府工建建字第00439號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段840-11地號

凱茂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2鄰公益路二段171之
1號
祥雲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大全
張晨昇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子段0315-0000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和睦路742巷2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0號

康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謝毅正

18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03號

陳天助

臺中市北屯區大仁段47-1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6戶

恆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1號

號
康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謝毅正

18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04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4戶

陳天助

2鄰祥順二路187之2

臺中市北屯區大仁段47-9地號

恆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鄰祥順二路187之6
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2號

楊世忠

18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96號

黃旭川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段75-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望角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16鄰社興四街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3號

陳英傑

190 99府工建建字第01893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蔡國勇

臺中市烏日區山頂段0441-0001地號

敦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10鄰學田路便行巷5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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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4號

張艦濱

19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8號

葉水龍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237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19鄰葫蘆墩四街3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5號

張君帆

19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9號

葉水龍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238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19鄰葫蘆墩四街3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6號

永都大飯店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楊淑璣

193 99府都建建字第01115號

楊博翔

臺中市東區復興段三小段2-5地號

地上7層地下1層1棟22戶

建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7號

葉中榮

臺中市東區新庄里復興路四段149巷5弄8
號

194 99府工建建字第01057號

陳鴻逸

臺中市后里區廣興段86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萬億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2鄰三豐路233之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8號

大觀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金玉

19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97號

陳世展

臺中市東區旱平段5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榮晟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18鄰永明街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69號

遠鐸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良

19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34號

鄭斯新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5戶

富承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70號

廖淑芬

197 99府工建建字第01673號

臺中市潭子區大埔厝段牛埔子小段
0068-000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里1鄰民族路二段1巷2
弄

張坤隆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段75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寶祥營造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2鄰樹王路208巷2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71號

蔡春連

19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27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段霧峰小段365-37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霧峰區萊園里11鄰仁德巷45之1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72號

財政部台中關稅局法定代理人:陳錫霖

19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367號

許清宜

840-1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村堂營造有限公司

17鄰中橫十三路1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473號

劉金龍

200 99府工建建字第02731號
地上2層1棟1戶

劉金龍(自行監造)

臺中市后里區中社段174地號

劉金龍(自行承造)

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11鄰安眉路81之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