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名單
中

華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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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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39號

林永鑫

99府工建建字第00516號

陳鴻逸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北段98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里9鄰西柳街3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0號

賴朝銘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10號

陳朝日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67-17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壹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忠里5鄰五權西路一段25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1號

賴朝松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125號

陳朝日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67-14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壹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忠里5鄰五權西路一段25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2號

台中市政府法定代理人：胡志強

98府都建建字第00584號

謝伯昌

臺中市北區邱厝子段0067-012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逢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0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3號

張滄田

99府工建建字第01861號

黃丈展

臺中市太平區振興段438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廣得益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4號

蔡金田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里17鄰旱溪東路二段
286號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550號

黃榮淙

臺中市烏日區成功嶺段36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2戶

鋐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5號

銓鴻紙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趙石岩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11鄰學田路377巷31
號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36號

游國添

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0164-000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慶築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夏田里2鄰國中路47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6號

鄭凱元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93號

羅佳格

臺中市大甲區和平段506-2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台聖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26鄰大甲街14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7號

李伯桃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12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甲區甲農段18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里7鄰南北三路63之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8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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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0號
地上3層1棟1戶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地號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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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49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1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1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6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0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1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2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7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7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1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1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3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8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7之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2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1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4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9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7之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3號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林美華

1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55號

曾雨忠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段977-10地號

地上3層1棟1戶

聯強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12鄰東明路117之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4號

黃金玉

1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44號

陳世展

臺中市東區旱新段797-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捷揚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信里31鄰東英路193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5號

大觀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金玉

1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245號

陳世展

臺中市東區旱新段797-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捷揚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信里31鄰東英路19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6號

泉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惠玲

18 99府都建建字第00994號

陳逸邦

臺中市北屯區景東段270-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8戶

宇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33鄰景和東街11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57號

財團法人中台山佛教基金會代表人:王孟杰

1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3號

陳俊宏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0224-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1戶

協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4鄰太原路三段33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0號

三濟宮負責人：陳愷儒

2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53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黃丈展
宇翔營造有限公司

110-3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10鄰長生路1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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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1號

億兆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足戎

2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97號

陳傳彥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段10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金員外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8鄰新甲路7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2號

侯志榮

2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73號

王瑞年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昱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3號

臺中市政府市長:胡志強

23 99府工建建字第02320號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段南勢坑小段63-4地
號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里6鄰自由路95巷39弄
10號

葉泰利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242地號

地上1層1棟1戶

欣榮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23鄰十甲路59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4號

廖嘉玲

2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15號

臺中市西屯區廣明段0631-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偉旻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5號

悅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25 99府都建建字第00525號
地上15層地下3層3棟55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6號

26 99府都建建字第01020號

莊鴻儒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4鄰西安街277巷6弄
25號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段375地號

悅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24鄰大墩十二街175
號二
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張陳麗珠
陳朝舜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段131地號

地上14層地下3層3棟102戶

盛傑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7號

林清津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和福路166號2樓
之

27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392號

呂哲奇

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0181-0000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界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5鄰大明路44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8號

許萬甲

2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60號

蔡春泉

臺中市豐原區建成段49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豐圳里28鄰成功路50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69號

劉耀庭

2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61號

蔡春泉

臺中市豐原區建成段49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豐圳里28鄰成功路50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0號

徐偉銘

3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6號

陳傳彥

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510-2地號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2鄰青二路5巷21之1
號

地上3層1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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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1號

徐昭玲

3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437號

陳傳彥

地上3層1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2號

3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20號

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510-3地號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2鄰青二路5巷21之2
號
(A)嶠豐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王採雲
黃榮淙

臺中市外埔區內水尾段22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興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13鄰二崁路83巷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3號

(B)嶠豐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王採雲

3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21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外埔區內水尾段22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興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13鄰二崁路83巷3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4號

(C)嶠豐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王採雲

3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22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外埔區內水尾段22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興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13鄰二崁路83巷2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5號

(D)嶠豐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王採雲

3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23號

黃榮淙

臺中市外埔區內水尾段22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興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13鄰二崁路83巷2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6號

景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亮月

3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33號

蘇煜淳

臺中市烏日區三民段137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31戶

逢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39鄰大同路1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7號

吳佩芬

3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67號

蔣敬三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66-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3戶

鼎大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002鄰中正路37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78號

湯文聰

3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821號

伍彥儒

臺中市豐原區慈興段508-10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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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79號

京祐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謝道明

臺中市豐原區東湳里17鄰三豐路566巷55
弄2

3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698號

陳宏文

臺中市北屯區松觀段0622-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20戶

祐盛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0號

品良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王泳禮

臺中市北屯區松安里2鄰遼寧路一段357巷
3號

4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53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4戶

王瑞男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段180地號

良和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33鄰軍功東街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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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1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4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45號

(B1)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2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2)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3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3)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4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5)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6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5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6)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7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6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7)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7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邱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8)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7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8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9)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8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89號

佳冠建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B10)

王紹述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段118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0號

劉佳莉

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1鄰長億六街79巷10
弄

5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537號

楊勝元

臺中市清水區銀聯段1862-0000地號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14鄰忠孝西路50號

4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46號

4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47號

4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48號

4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49號

4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0號

4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1號

4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2號

4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953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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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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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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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1號

巨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邱黎光

51 99府都建建字第00850號

李明哲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段749地號

地上15層地下2層2棟86戶

順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里27鄰楓樹巷77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2號

林英兒

5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305號

游國添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670-1地號

泓廣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下街里15鄰三豐路199號

游國添

臺中市豐原區向陽段263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16鄰自立街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4號

劉三娟

5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73號

曾雨忠

臺中市潭子區甘潭段8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基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5號

陳炤妤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2鄰勝利十三街6之6
號

5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737號

江玲莉

臺中市大安區松雅段11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台聖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安區松雅里4鄰松七街2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6號

高林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高清得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3號

5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45號

56 99府工建建字第02278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7號

57 99府都建建字第00867號

周尚群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段663-1地號

億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14鄰海尾路256巷19
之1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嚴瑞雄
蔡忠誠

臺中市南屯區寶文段621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鉅松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18鄰精科北路1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8號

林克昌

5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60號

陳丁清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130-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799號

林克昌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18鄰民有路113巷11
之3

5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61號

陳丁清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130-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0號

林克昌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18鄰民有路113巷11
之2

6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62號

陳丁清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130-7地號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18鄰民有路113巷11
之1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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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造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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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1號

林克昌

6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63號

陳丁清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130-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2號

葉美娟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18鄰民有路113巷11
號

6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14號

谷昭瑩

臺中市大甲區渭水段93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鋐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龍泉里7鄰順帆路15巷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3號

朗世德不動產有限公司負責人:白惠君

6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38號

黃天祈

臺中市西屯區中和段349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品信營造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20鄰漢成六街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4號

林世修

6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472號

童健程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段橋頭小段240-36地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1戶

仁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23鄰鎮新五街5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5號

林嘉政

6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90號

張合樂

臺中市神岡區厚生段594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晉易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5鄰北庄路4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6號

張烜銘

66 97府工建建字第00884號

免監造

臺中市神岡區建國段7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免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7號

陳聰棋

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2鄰神林路70巷13之3
號

6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313號

臺中市大甲區福安段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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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8號

王瑞英

臺中市大甲區銅安里9鄰長壽路10之9號

6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074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子段615-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19鄰和睦路805之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09號

適合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清標

6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95號

陳丁清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348-1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28鄰博愛路10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0號

適合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清標

7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96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丁清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348-9地號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28鄰博愛路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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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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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造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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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1號

適合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清標

7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97號

陳丁清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348-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28鄰博愛路10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2號

適合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清標

7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98號

陳丁清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348-1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經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28鄰博愛路10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3號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何本源

73 99府都建建字第00800號

陳永川

臺中市西屯區順和段0577-000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0戶

震烜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4號

詹阿富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16鄰工業區四十一路
3

7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01號

陳泰和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段61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立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里12鄰東蘭路37之2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5號

王佑中

7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334號

游晉程

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203-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平和里3鄰和昌街3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6號

福陞建設有限公司代表人：洪福川

7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88號

陳宗鎮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篁榮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7號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敬熹

7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03號

252-199地號
17鄰模範街1巷12號

陳錦俊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171-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品呈營造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1鄰育才路36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8號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敬熹

7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04號

陳錦俊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171-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品呈營造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1鄰育才路36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19號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敬熹

7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05號

陳錦俊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171-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品呈營造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1鄰育才路36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0號

詹明淪

80 99府工建建字第02613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游國添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469地號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18鄰中和街四段3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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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1號

詹閔傑

81 99府工建建字第02614號

游國添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震霖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2號

蔡有禮

485地號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18鄰中和街四段372
號

8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356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甲區文曲段53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甲區武陵里重義三路13巷16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3號

李忠興

83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255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甲區甲惠段18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大甲區江南里8鄰南北二路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4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84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4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2-3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松竹五路33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5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85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6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2-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松竹五路3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6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86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7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松竹五路33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7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87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8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8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軍福十九路321
號

88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29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1-1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29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軍福十九路319
號

89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30號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1-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0號

晶品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洪秀英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軍福十九路317
號

90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131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林明道

臺中市北屯區景美段211-3地號

松業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6鄰軍福十九路3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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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1號

朱美英

9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551號

王瑞年

臺中市梧棲區永安段44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宮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永安里14鄰自立路3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2號

松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翠華

9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913號

虞承宗

臺中市潭子區大新段823-49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麟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3號

劉振明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東里18鄰中山路一段
480巷

9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311號

劉振明(自行監造)

臺中市大雅區西員寶段5-7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4號

藝新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錫水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里10鄰中正路花眉巷3
之

94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626號

詹淑琴

臺中市清水區武秀段99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達億土木包工業

臺中市清水區秀水里23鄰平等路28巷4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5號

林明松

95 99府都建建字第01113號

曾國樑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段31-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大壹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6號

何宇智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26鄰山西北二街122
號

9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586號

何朝宗

臺中市東勢區新互助段0258-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永木川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勢區粵寧里9鄰東蘭路58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7號

精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馮賀欽

9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545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6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8號

98 99府工建建字第02446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31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39號

99 95府工建建字第01024號

周淑惠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段113地號

立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13鄰中華路338巷18
弄1
成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范振成
吳承鴻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段1050地號

森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11鄰新仁路二段25之
10
和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元華
施朝興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段494地號

地上14層地下3層3棟135戶

國城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0號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刁建生

臺中市北屯區平順里12鄰柳陽西街88之1
號

100 99府工建建字第02309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趙文弘

臺中市神岡區前寮段501地號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15鄰豐洲路4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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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1號

李秋東

10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69號

洪錫宏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北段344-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6鄰東山路41之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2號

張駕宗

10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57號

林肇英

臺中市西區麻園頭段83-33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向上北路10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3號

施敦仁

10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578號

駱世鴻

臺中市西區公館段55-43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慶築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4號

林麗卿

臺中市西區藍興里16鄰三民路一段62巷13
號

104 99府都建建字第00376號

王培鴻

臺中市西屯區惠泰段78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臺億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5號

清境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雯芳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19鄰市政北二路356
號

10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23號

鄭丁銘

臺中市太平區振興段86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3戶

允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興路2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6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0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3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2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2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7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0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4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2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8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0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5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9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3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49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0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6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3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0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7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7地號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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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1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8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6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3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2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39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3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3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0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4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4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1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4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5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2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億鴻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4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6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3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4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7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4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1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4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8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5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9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5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59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1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6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8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5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0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7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7地號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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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1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8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6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5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2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49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5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5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3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50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4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6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4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51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6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5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52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2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6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6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53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6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7號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嘉長

12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854號

陳逸邦

臺中市太平區福星段1012-000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勝發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4鄰永和街6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8號

戴天機

128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176號

詹淑琴

臺中市霧峰區新六股段0556-000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0戶

承技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六股里11鄰六股路142之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69號

聯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韋侖

129 98府都建建字第00001號

張德昌

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123地號

地上25層地下5層5棟44戶

拓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0號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校長:李淙柏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17鄰市政北七路99號
三

130 99府都建建字第00204號
地上7層地下2層2棟1戶

喻台生

臺中市北區水源段252-2地號

允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20鄰錦平街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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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1號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建億

131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779號

黃宗喜

臺中市大甲區幼獅段1213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北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9鄰工十路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2號

吳友宏

132 99府授都建建字第01910號

陳淳頎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207-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東譽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19鄰葫蘆墩五街2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3號

陳坤濯

13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628號

許正龍

臺中市東區東勢子段36-140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巨拓營造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合作里20鄰自強街27巷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4號

鄭智友

13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109號

楊志偉

臺中市龍井區茄投段634-5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銘佑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龍西里13鄰茄投路102之5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5號

好家租賃有限公司負責人：黃雅琇

13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83號

蔡志哲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承技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6號

張淑美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段北溝小段0045-0455地
號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里12鄰民生路426巷4弄
10

13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1765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沙鹿區公館南段851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里清泉路1之1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7號

府軒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阮金勇(編號A)

13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84號

賴友祥

臺中市太平區麗園段246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和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8鄰長安路27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8號

府軒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阮金勇(編號B)

13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85號

賴友祥

臺中市太平區麗園段246-1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和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8鄰長安路27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79號

府軒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阮金勇(編號C)

13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86號

賴友祥

臺中市太平區麗園段246-2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和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8鄰長安路26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0號

府軒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阮金勇(編號D)

14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87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賴友祥

臺中市太平區麗園段246-3地號

和鼎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8鄰長安路2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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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1號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莊南田

14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590號

鄭斯新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段3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34戶

誠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8鄰新安街8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2號

王雲瑛

142 99府工建建字第02385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304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里1鄰永興路一段26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3號

黃嘉慧

14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16號

張晨昇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西段1386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4號

仁廷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王世濰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里4鄰溪南路一段460巷
50

144 99府工建建字第02641號

黃丈展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段16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廣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33之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5號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國楨

14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71號

呂宗修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0004-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4戶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13鄰育賢路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6號

陳偉慶

14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65號

王廷富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段115-2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三門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7號

林坤衍

臺中市北屯區平安里19鄰熱河路二段120
號

14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858號

陳柏松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二段1434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基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8號

成偉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文炎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12鄰大豐路一段135
號

148 99府工建建字第01559號

劉峻彰

臺中市大雅區四德段20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5戶

言展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89號

臺中市政府法定代理人：胡志強

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14鄰學府路大智巷2
之

149 99府都建建字第00893號

陳棟樑

臺中市北區文正段0084-0071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龍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大湖里8鄰柳川東路四段2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0號

台中市大安區肉品市場代表人莊啟明

150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637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林志豐

臺中市大安區溪洲段165-9地號

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港路5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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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1號

蔡張時

15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16號

詹閔凱

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0022-000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2戶

勗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11鄰永安二巷1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2號

仁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彩卿

15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145號

張順明

臺中市東區振興段45-5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3戶

元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6鄰東福路4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3號

仁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彩卿

15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146號

張順明

臺中市東區振興段4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5戶

元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6鄰東福路4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4號

仁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江彩卿

15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147號

張順明

臺中市東區振興段45-8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2戶

元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6鄰東福一街10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5號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國楨

15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89號

呂宗修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0010-0001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30戶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13鄰育誠街16巷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6號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國楨

15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090號

呂宗修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0011-0000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2戶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13鄰育賢路4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7號

程順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蔡繼元

157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194號

陳宏文

臺中市南屯區大進段0488-0002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同里14鄰大墩六街83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8號

羅麗娟

15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419號

蔡春泉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段105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業達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5鄰葫蘆墩三街12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899號

阡鎰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卓景芳

15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50號

張文華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段3111-2地號

地上4層1棟7戶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31鄰仁美街1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0號

阡鎰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卓景芳

16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51號
地上4層1棟2戶

張文華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段3111地號

詠淯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31鄰仁美街33巷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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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1號

金旺盛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玉華

16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073號

劉峻彰

臺中市烏日區新長壽段44地號

地上5層地下0層0棟4戶

長玖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16鄰健行路740巷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2號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鄭舒云

162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457號

范達榕

臺中市后里區牛稠坑段七星小段0027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1戶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7鄰星科路10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3號

旺勤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江樹桐

16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789號

邱金印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段101-35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勗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4號

張文松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24鄰沙田路一段320
巷5

16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702號

江啟銓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段713地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憶慶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中山北路272之1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5號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校長:江美麗

165 99府工建建字第01949號

李隆鈞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段447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0戶

慶泰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村6鄰東關路三段54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6號

林渭川

166 101府授都建建字第00988號

自行監造

臺中市太平區勤益段937-2地號

地上1層地下0層0棟1戶

自行承造

臺中市太平區勤益里6鄰大源十九街20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7號

德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祐德

167 97府工建建字第00958號

陳吉彰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段埔子小段957-7地號

地上9層地下2層2棟115戶

德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三鹿里10鄰中興路26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8號

劉愛卿

16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08號

劉國隆

臺中市北區邱厝子段21-440地號

地上2層地下0層0棟2戶

晉豪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頂厝里5鄰崇德路一段479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09號

丘愛平

16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294號

潘雪玲

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0463-0000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戶

三雋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0號

台中市政府法定代理人：胡志強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18鄰西屯路三段宏恩
三

170 99府都建建字第01114號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謝伯昌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段801地號

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1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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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2號

新而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俊賓

17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979號
地上4層1棟10戶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3號

172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078號

李世聰

臺中市清水區武秀段0631-0027地號

世文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武鹿里18鄰公正路222巷33
號
新而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俊賓
李世聰

臺中市清水區武秀段0631-0017地號

地上4層地下0層0棟10戶

世文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4號

A王惠珠

臺中市清水區武鹿里18鄰公正路222巷71
號

173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61號

張中榮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5號

B王義福

174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2662號

張中榮

地上3層地下0層0棟1戶

世隆營造有限公司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6號

黃廖素慧

175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3221號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19-33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溪州里1鄰溪州路55之1號

臺中市神岡區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19-3地
號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里1鄰溪洲路55號

葉水龍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段200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佑直旺營造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16鄰西勢六街3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7號

臺中市政府市長:胡志強

176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0149號

劉晉綱

臺中市清水區銀聯段103-0002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0戶

富琦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鰲峰250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18號

光晟機械有限公司代表人:劉炳金

177 99府工建建字第01805號

羅致逸

臺中市神岡區神工段0163-0000地號

地上3層地下1層1棟1戶

宇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1鄰豐工中路9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29號

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孟津

178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61號

林政宏

臺中市烏日區新榮泉段116-3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健行南路66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30號

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孟津

179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62號

林政宏

臺中市烏日區新榮泉段116-2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健行南路62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31號

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孟津

180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63號
地上4層1棟1戶

林政宏

臺中市烏日區新榮泉段116-1地號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健行南路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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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32號

韓永光

181 100府授都建建字第01264號

林政宏

臺中市烏日區新榮泉段116-0地號

地上4層1棟1戶

強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健行南路58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41號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82 99府工建建字第02006號

法定代理人：楊淑麗

李明利

臺中市大里區向學段1213地號

地上5層地下1層1棟0戶

彰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至善路157號

101府授都建使字第01942號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民小學校長：魏永龍

183 99府工建建字第00111號
地上4層地下1層1棟0戶

楊博翔

臺中市霧峰區吳厝段330-1地號

一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50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