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建案名稱 建商 代銷
行政

區別

1 遠雄新未來3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
龜山

2 威均峰澤 威均建設有限公司 璽悅廣告有限公司 中壢

3 定泰清溪翫 定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詮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4 昭揚君璽 昭揚建築-昕陽建設 天曜廣告有限公司 桃園

5 昕中城 佳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昕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6 國泰川青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樸新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7 着東騰 東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樸新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8 合謙愛瑪市 合謙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翰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9 康晶釀 康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自建自售 桃園

10 亞昕向陽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自建自售 桃園

11 昭揚天滙 璞揚建設.立耀建設
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

12 5號花園 合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元石灘廣告有限公司 桃園

13 鴻苑 鴻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漢森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

14 水悟道 傳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薪曜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

15 鴻廣新A7 鴻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達程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龜山

16 頤昌豐岳 頤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鈞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龜山

附件1-預售屋聯合稽查銷售建案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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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和洲金剛 和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翊鼎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

司
龜山

18 鴻築捷市達 鴻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漢林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龜山

19 璟都巴黎 璟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達程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20 豐邑風禾 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家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21 俬藏泱 元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元亨國際廣告行銷有限公

司
桃園

22 利晉學府
利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弘新建

設
創意家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23 宜誠世界極
華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宜誠機

構)
自建自售 中壢

24 威均路易威登 威均建設 璽悦廣告有限公司 中壢

25 大睦站前首席 大睦建設機構-大築建設 新理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

26 青之上河 誠佳建設、寶佳機構 美奇格廣告實業有限公司 中壢

27 喬崴MOMA2 喬崴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峰采廣告有限公司 大園

28 紅不讓 和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元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中壢

29 巧市代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悅陽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大園

30 逸偉站前ONE 逸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鑫理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31 德友公園ONE 德峰建設有限公司 鑫邑誠廣告有限公司 桃園

32 百川凱硯 川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五十甲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33 百川水硯 川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五十甲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

34 秉和好運-品悅區 秉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 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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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秉和好運-品馥區 秉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 龜山

36 鴻築鴻典 鴻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商鼎廣告有限公司 龜山

37 福鄉至美 金貿建設有限公司 自建自售 桃園

38 宜誠一方 誼鴻建設有限公司 自建自售 桃園

39 益展閱美 益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誠凡廣告有限公司 蘆竹

40 心上城 合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誼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大園

41 桃大然 新家坡建設有限公司 鴻茂廣告有限公司 大園

42 櫻花緻 櫻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寶麟廣告有限公司 中壢

43 櫻花澍 櫻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高思廣告有限公司 龜山

44 大清卓越 大清建設有限公司 種籽廣告行銷有限公司 桃園

45 京懋頤和 當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恩睿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

46 鍾華HERO 天盛開發有限公司 香檳廣告有限公司 觀音

47 大觀富域 合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翰昌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觀音

48 洺鍚好事多 洺鍚建設有限公司 富疆廣告有限公司 觀音

49 大清雄讚2.0 清竹建設有限公司 自建自售 新屋

50 新森活 興富發建設 自建自售 中壢

51 樺龍潮＋ 樺龍建設有限公司
樺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中壢

52 鼎藏昕站 鼎晟建設有限公司
東方帝國開發事業有限公

司
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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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幸福森友會 寶中建設有限公司 自築國際有限公司 八德

54 三本雲上 三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葛里德國際有限公司 八德

55 涵悅+ 悅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圓石灘廣告有限公司 八德

56 樸澍藏 元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元亨國際廣告行銷有限公

司
平鎮

57 和耀恆美 和耀建設 漢乙廣告有限公司 龜山

58 成功大院 立信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藝舍創意廣告有限公司 桃園

59 海喬清水硯 海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瀚葳廣告有限公司 蘆竹

60
大亮時代A7
(未有建照未銷售)

維多利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森信實業有限公司 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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