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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2020 年 1-3 月預售屋契約備查動態季報 

    根據住展雜誌之市調統計，北台灣於 2019 年全年建案推案量突

破一兆大關，創下歷史第四大量紀錄。然今（2020）年度受新冠肺炎

影響，房市 329 檔期量明顯萎縮，推案預估量約為 1,606.35 億元，

較 2019年同期減少 6百多億元，年減幅約 27.6％，而且建案看屋來

客與成交量受到顯著影響，更有多筆建案延後推案以因應疫情影響。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全面納管預售建案契約，以

維護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為保障消費者消費權益，今年針對傳統重

要推案之 329檔期，仍積極於 3月 25日、26日及 27日聯合法務局、

消保官及建管處至本市 6處預售建案實地查核，以維護不動產交易安

全。本季除報導分析預售屋契約查核情形外，同時揭示交易小技巧供

民眾參考。 

壹、 2020 年 329 檔期預售建案查核結果 

本次 329 檔期預售屋聯合稽查共抽選「一方璞真」、「將作

民生鉑月」、「松德長虹」、「玖原青」、「敦南好好」及「志

榮 BR4」等 6 案進行實地查核，同時亦辦理不動產經紀業業務、

廣告及建照等有無違反相關法規查核事宜，查核結果詳表 1。 

有關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部分，除「將作民生鉑月」預售建案

契約已完成備查，現場查核完全符合規定外，另「一方璞真」、

「松德長虹」、「玖原青」、「敦南好好」及「志榮 BR4」等 5

個建案，預售建案契約均不合格。又本次發現部分預售建案，雖

於買賣契約內文中明確揭示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應

記載事項內容，但欲透過買方簽章同意方式，使消費者承受不利

條款，實則違背應記載事項內容，地政局業已要求業者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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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醒消費者簽訂買賣契約時務必詳閱條文，避免隨意簽章而約

定下不平等條款，以保障自身交易權益。 

另有關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查核部分，「一方璞真」建案代銷

業者新聯昌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松德長虹」建案之代銷業者璞

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玖原青」建案之代銷業鼎富廣告有限公

司、「志榮 BR4」建案之代銷業者海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建案

未完成分設營業處所及經紀人員備查；「將作民生鉑月」建案代

銷業者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員未全部辦理備查及公會證

書過期；「敦南好好」建案代銷業者海沃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經紀人未辦理備查，地政局皆令其限期改正。至於「玖原青」建

案之代銷業者鼎富廣告有限公司不動產說明書與定金收據查無

經紀人簽章、廣告未註明經紀業名稱，業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規定，因鼎富廣告有限公司所在地於新北市，爰依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之 1 規定，移請新北市政府地

政局依規定處理。 

表 1  2020 年 329 檔期預售建案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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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預售契約違規情形分析 

一、 2020 年第一季(1-3 月)合格率最低項目為「驗收」，合格率為 20% 

2020 年第 1 季預售建案契約合格率前三低項目為「驗收」、

「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通

知交屋期限」、「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違約之處罰」，

其中「驗收」合格率僅有 20%，「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開

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通知交屋期限」合格率均為 25%，

而「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違約之處罰」合格率則均為

30%(詳表 2 2020年第 1季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項目合格率)。 

二、 常見違約條款：管線費用負擔方式不明、條款不給磋商，計算方

式不列明 

建商對於預售建案契約中，有關「驗收」違規部分，常見建

商未依內政部最新修正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明確揭示基地範圍內外天然瓦斯配管相關費用之

處理方式，致費用分擔方式不明；「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部

分，除未檢附預售建案之完整建造執照內容，亦常見建商只揭示

停車空間面積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卻未列明該比例如何計

算，資訊不透明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

限」部分，建商多增添可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理由；「通知交屋

期限」則是建商多直接填寫通知後 7 日買方即應配合交屋，部分

建商甚至延長交屋期限，而未有買賣雙方磋商協調之機制。「房

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部分建商多未列出權利範圍計算方式，

或有列明計算方式但未列面積值內容，以及未揭示專有部分面

積，「違約之處罰」則多先填列違約金及沒收金額之百分比，而

未留空待與消費者磋商，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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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第 1 季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項目合格率 

 

統計至 2020年 3月 31日 

 

參、 預售建案契約交易小技巧 

消費者於購買預售屋應「多看多聽多問」，在確實瞭解預售建案

契約內容前，切勿隨意簽訂，為免消費者權益受損，地政局特整

理購買預售屋之交易小技巧如下： 

一、 確實主張契約審閱期，以確認契約相關權利義務，確保交易安

全。 

二、 確實了解建物、車位坪數及土地權利持分之計算、各期款項之繳

付時間及方式、稅費之負擔及違約之賠付等重要條款。 

三、 看屋前或簽約前要求建商出示已經自主檢查核備之文件或預審

結果之文件，而為便利民眾查詢對照，地政局全國首創「預售屋

管理新制系統平台」提供「契約核備地圖」查詢功能，將辦竣契

https://cloud.land.gov.taipei/ImmTran/PreSaleCaseA.aspx
https://cloud.land.gov.taipei/ImmTran/PreSaleCaseA.aspx
https://cloud.land.gov.taipei/ImmTran/PreSaleCase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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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核備之建案資訊與電子地圖整合，可輕鬆按圖索驥掌握契約內

容。 

四、 簽約前務必上地政局官網查詢各建商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是否

與經地政局核備契約內容相同，或至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或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進行核對。 

五、 預售建案如為建商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其經紀業許可文件、經紀

人證照、公會證書等相關資料應揭示於接待中心（營業處所）明

顯地方，以證明為合法經紀業代為銷售。 

肆、 預售契約備查量統計 

一、累計納管 215 案，較前年同期納管量 138 案，增加 55.80%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預售建案契約累計納管 215 案(詳

表 3 臺北市預售屋管理新制建案納管情形)，較 2019 年第 1 季累

計納管 138 案，增加 55.80%，其中 2020 年第 1 季(1-3 月)新增納

管 15 案。新制實施迄今已累計完成預售屋契約核備計 152 案(詳

表 4 自主核備契約)，2020年第 1季(1-3月)則新增完成核備 8案。

另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完成核備複查不合格者僅 1 件，裁

處新臺幣 4 萬元整。 

二、5 案未申報 58 案未完成 占納管比率 29.30%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本市市場上銷售中或即將銷售建

案計有 5 案尚未向地政局申報契約書備查表，較前季減少 7 案(詳

表 5 尚未申請預售契約備查名單)。至於已申報之建案則尚有 58

案未完成備查，較前季增加 12 案(詳表 6 尚未完成預售契約核備

備查名單)，總計占納管比率 29.30%。民眾購買該等建案時，可

至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進行核對，確認契約內容是否符合規定。 

https://lan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0FCCD556E0E864D&sms=A9EE01792F12D257&s=BBB4742FACEDDBEC
http://pip.moi.gov.tw/V3/G/SCRG03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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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北市預售屋管理新制建案納管情形 

 
統計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表 4 自主核備契約 

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1  

萬華 

景上川 東基開發 － 

2  西門悅庭 信寶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3  小時代 佑昌建設 － 

4  埕曦河畔 志榮建設 － 

5  萬大 ONE 富力陽建設 － 

6  新碩華悅 新碩建設 － 

7  岳泰豐鼎 岳泰建設 － 

8  東園綻 欣聯建設 － 

9  榮耀天邑 榮耀建設 － 

10  川悅 志榮建設 － 

11  隱苑 時詣建設、山琳建設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440a2b4-e709-4c5c-b928-38655cf56a4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d79a23f9-27bd-427e-aacd-684ac86e33b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092ce802-af96-4e02-a1c9-8b066e283a63.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6a5450a6-d9a9-4081-b1e9-61bd1540cd5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f1cd200b-8361-469b-a8d9-e629ca03699e.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c3e2d2b-6d64-40fb-a9b4-068ce221967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f92b2873-a2b8-4284-9e3e-a8f82fe71b7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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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12  

大同 

天好韻 瑋石建設 － 

13  捷運新町-FM3.6 大賞建設 － 

14  怡華就好 

怡華實業 － 

15  常殷首鑄 

常殷建設 － 

16  三豐豐華匯 

三豐建設 － 

17  三豐問鼎匯 

三豐建設 － 

18  三豐第一匯 

三豐建設 － 

19  長安雋 欣偉傑建設 － 

20  中山之外 京富開發建設 － 

21  

 

民權好合 年豐建設、松聯營造 － 

22  京王 富享建設 － 

23  吉美樂河 新風尚開發 
都市更新

案 

24  城市莊園 
大業欣建設、廣宇建設實

業 
－ 

25  敦豐苑 敦仰建設 － 

26  丰禾居 德聖建設、璞園都更 － 

27  中山水美 水美開發、齊陽建設 － 

28  

北投 

昇陽麗方 昇陽建設 － 

29  薇美行館 僑駿建設 － 

30  文化富星 華城開發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58164b30-9601-4ccb-97c6-651b0462f438.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6aa8a45c-5312-4730-bbd4-8dd9a78f8e6f.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8e9a9140-8e84-4ad1-ad31-4be67e39f74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965fb82-1476-4048-8dd4-4aa67c4573aa.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0b96f570-a7e5-4482-b485-e8a0b307871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00d62e2-1a3a-4153-b1c2-f19381e9ed14.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9d23c72a-b796-4b78-8bfe-b1e443505f7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ceb6bc9-b9df-44b1-8922-feb627941840.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62877f02-a3f7-4f4b-8f4a-c1e14d52dde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2567d7f-2dc7-4962-b178-2040502dce5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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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31  富連陽明 富連陽建設 － 

32  恆合江山 恆合建設 － 

33  常殷泊美 常殷建設 － 

34  中租御景 中租建設 － 

35  是山 世豐國際建築 － 

36  璞園寬心苑 璞永建設 
都市更新

案 

37  國泰華威 國泰建設 
都市更新

案 

38  華固翡儷 華固建設 － 

39  晴山學 保誠興業 － 

40  璞有聲-璞日 璞慶建設 － 

41  金龍尊邸 金龍園建設  

42  

大安 

敦南 SOHO 共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43  吉美大安花園 吉美建設 － 

44  大安釀 杜相國際開發 － 

45  信義御邸 振鑫建設 － 

46  耕云 耕薪建設、連雲建設 － 

47  瑞安薈 家格建設 － 

48  潤泰禮仁 潤泰創新國際 － 

49  大安滕 柏嘉開發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4d8567c7-f501-4bd5-8a7a-c86f7d22819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f99550e-d2f5-40e0-9eb4-86b3e02375b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5240332-5ee1-4cbe-9359-11b20df99c2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9ed704b-6dc5-4f2a-9609-f6fb4793227a.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8116c20-0e32-4ef5-b379-46e6253eed8e.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21b817c9-265d-4450-ad27-2c2ad485ee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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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50  附中境 寶鴻開發 － 

51  仰大安 禾禮建設 － 

52  森安薈－15薈 新僑建設 － 

53  森安薈－20薈 新僑建設 － 

54  台大華 大華建設 － 

55  信義 VS復興 喬邦開發  

56  敦南御所 中興電工機械 － 

57  

中山 

中山．雋 虹光國際開發 － 

58  表參漾 中國開發 － 

59  帝樂文娜 廣朋建設 － 

60  然花苑 樂揚建設 － 

61  華固樂慕 華固建設 － 

62  奧斯卡南京 奧斯卡建設 － 

63  榮耀之星 崑逸開發 － 

64  華山君品 銓民建設 － 

65  敦年中山 敦年建設 － 

66  璞園貴象 璞園建設 － 

67  璞園學豐 璞園建設 － 

68  琢豐 大陸建設 － 

69  元大晶華 元大建設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5e9186d0-da9f-40fb-97a8-2db73aa1aa2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0b4f629c-d7f2-4fa2-a544-2b8d3703daf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ce989b4-2370-4450-a41a-de5f4b6cc874.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b408d83-bb40-4477-a062-ef07f33650a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e1771d7f-42cd-438b-8668-06bb76776a4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b1e952a2-20c6-41a1-9990-f965da1094a1.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27043af2-fc2a-402b-976b-a44127e35cd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d5a51f0-1935-45f9-a3f0-78ec5067ec27.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070c216-b307-4e41-9da7-6bee9497b500.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0644dcfc-cc9a-4b06-af50-48877baefaaf.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ea7d228-0272-4bfb-8f27-42aa41bd496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eb881d2-5218-493c-ba08-583519e565c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54932f6f-ca85-4034-9c9d-eaaba113b31a.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9888cf0-072c-485e-bab8-70e1ce0b0757.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da7cdd0d-24db-47ee-80c8-24609d9f72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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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70  明日綻 忠泰長虹開發建設 － 

71  南京綻 廣朋實業 － 

72  帝璽 宏盛建設．長虹建設 － 

73  泛亞長安 泛亞工程建設 － 

74  中山 Q1 頂格建設 － 

75  晶華 MORI 丹棠天津 － 

76  大直紅點 品陽建設 

本市中山

區大彎北

段不得作

住宅使用

地區 

77  村上瓏 欣詮建設 － 

78  花見 愛妃爾建設  

79  連雲臺北學 連雲建設 － 

80  

士林 

耕隱 耕薪建設 
都市更新

案 

81  士林大悅 利大建設 － 

82  隨河 茂楷建設 － 

83  Lavie敦南 德悅建設 － 

84  三磐舍紫 三磐建設 － 

85  金星斐麗 金星建設 － 

86  璞園天玉 璞元建設 
都市更新

案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6a82b0b5-106c-4775-90c6-f1bd51d20069.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0af4ab7-594f-4bd7-9648-fbe3f98dac09.pdf
https://lan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0FCCD556E0E864D&sms=A9EE01792F12D257&s=BBB4742FACEDDBEC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874c3337-c5ba-4d78-8445-99cf7338867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dbfda57b-148e-4bf0-8858-f33d9532fbbf.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f7c3a9cd-6e8e-4b14-8e20-cb9027eed563.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8f4fc86f-9c34-4207-a997-732a7e7f0ae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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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87  

文山 

崇偉政大 崇偉建設 
都市更新

案 

88  拓真 暐傑建設 － 

89  國泰昕春 國泰建設 － 

90  敦南樂高 鉅祥建設 － 

91  南方莊園 國揚實業 － 

92  彩葉山漆莖 名積建設 － 

93  靜心多多 新貴開發 － 

94  天賞大願 兆晉建設、璞石建設 － 

95  鵲喜 

德悅建設 

德聖建設 

樸德建設 

新富居建設 

都市更新

案 

96  岫廬 萬隆開發建設 － 

97  忠順大院 II 元利建設 
都市更新

案 

98  政大藝術家 磐岠建設 － 

99  人之初 鑫和建設 － 

100  松露院 咊暘建設 － 

101  政大豐滙 豐滙建設開發 － 

102  玖原青 玖祐建設 － 

103  玖原青·文青區 玖祐建設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852613b-f86b-462d-bd4b-8594fa047cc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ee3a8d66-33dc-4ac2-8662-4f1d33df5733.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ea58689-44a8-466b-be39-460e977313a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e4bd9fd-0312-4109-af58-aed83743ebb0.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68bff3f-6294-4b75-8b55-91bb45a4d108.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d8e83e73-403b-4636-9401-2a2f6a23a751.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4c6a6222-7ed9-42dc-9913-f652650dfe7f.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61a5270-e358-4bd9-a3f2-4e311d282582.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915f4370-a2bd-4654-aa78-965b2062c2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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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104  玖原青·青心區 玖祐建設 － 

105  

松山 

楓韻晴川 楓韻開發 － 

106  華固名鑄 華固建設 － 

107  中工耘翠 中華工程 － 

108  勤耕延吉 璞真建設、耕薪建設 － 

109  潤泰敦峰 潤泰創新國際 － 

110  華固敦品 華固建設 － 

111  將作民生鉑月 將作建設 
都市更新

案 

112  

中正 

岦基心願 岦基建設 － 

113  PARK259 新美齊(股)公司 － 

114  元大文華 源堃建設 － 

115  中正藝邸 陞築建設開發 － 

116  奕品竹 利冠地產開發 － 

117  指月錄 展宜建築開發 － 

118  誼聯東籬 誼聯建設 － 

119  森城大苑 智城建設 － 

120  玖原品藏 玖恩建設 － 

121  鼎佳 富鉅鼎建設 － 

122  阿曼學學 阿曼開發 － 

123  奧斯卡雍居仁愛 奧斯卡建設 都市更新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84101d55-1176-4fcb-b0a0-3ad218b67ba8.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7def823-0707-4420-a31e-8ae0abc1df6f.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10e3ea92-b2c0-4759-bf04-3375d6a5a032.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04dcc3f8-46d9-4112-8c18-5bf4366a45cc.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dccb9e5a-7efa-44f2-816c-5f7f12b58a5d.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f3fa5da0-b7f2-4832-80f9-dfd93796b901.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a8a43d0-4d3d-4b9e-806a-b74781948308.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5f35b301-6d73-4295-83ee-356e756dbeb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27a10ff-6f45-4329-8f97-f573f0690649.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5dd6521a-a578-40ca-b46c-58b2ce9e4d95.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17f292e-5060-480c-846b-db5b9f1c40e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640d3608-9fac-424b-9f59-7c93f33a2534.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e586d43d-7814-42bc-97e7-e8e7fa730bc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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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案 

124  品陽大苑 品陽建設 － 

125  寶鋪 212 寶鋪建設 － 

126  古亭匯 世達建設 － 

127  品陽大苑 C區 品陽建設 － 

128  富豊檀廂 富豊建設 － 

129  璞園至仁愛 璞慧建設 － 

130  

內湖 

富霖雙星 義翔建設開發 － 

131  遠雄賦邑 遠雄建設 － 

132  遠雄峰邑 遠雄建設 － 

133  遠雄常御 遠雄建設 － 

134  亞果 富璟建設/璟銳建設 － 

135  碧湖天 華固建設/新光人壽 － 

136  翔譽愛力 翔譽國際建設 － 

137  新潤明美 暘潤開發 － 

138  山沺藏 富樂群建設 － 

139  醍湖 昌鑫建設開發 － 

140  璞森晴 璞慶建設/元通建設 － 

141  

南港 

東本木 名喬建設 － 

142  
風華系列 Twin 

Park 
億德建設 －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bab78e4d-7bc3-430d-8d97-81bbc3f09d6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32d8871-0417-4d65-bf5e-6a6a2758e9ab.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a0a5b954-d5a3-4350-8277-f142ec196f94.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79a5d1eb-be01-4fb3-864c-1f61d19e516a.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c0cd971b-fcef-464a-aed1-6c329dc9a704.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4d106cd-e5cc-4385-9377-dc754d095d16.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34d106cd-e5cc-4385-9377-dc754d095d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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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商 備註 

143  筑夢 easy 僑洋建設 － 

144  昆陽園 昶賀建設 － 

145  忠孝詠吉 虹欣建設 
都市更新

案 

146  皇鼎一品 皇鼎建設開發 
都市更新

案 

147  

信義 

55TIMELESS 大陸建設 － 

148  森業永春 森業營造 
都市更新

案 

149  信義 Joyce 新北建設 － 

150  璞真永吉 璞真建設 
都市更新

案 

151  達欣信義文華 達欣建設 － 

152  宏築信義 立築開發 － 

統計至 2020年 3月 31日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20b9c5b0-2d56-4fcc-81c2-fbadaeda381e.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640523/f0987b9c-2539-4923-8efd-73a951e8e1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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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尚未向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申請預售契約備查名單 

項次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設公司 

1 萬華區 友座哲園 友座建設、壕華建設 

2 大同區 艾瑪仕 立雋建設 

3 大安區 富裔 Corner 富裔實業 

4 士林區 新美齊天母 聯碩地產 

5 松山區 嘉磐掬舍 嘉磐建設 

統計至 2020年 3月 31日 

 

表 6  尚未完成預售契約核備備查名單 

項次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設公司 

1 

萬華區 

千曜學 千曜開發 

2 新碩華御 新碩建設 

3 幸福安家 捷順國際開發 

4 仁暉雅筑 仁暉建設 

5 基泰建中 基泰建設 

6 

大同區 

永陞奕居 永陞建設 

7 民權首富 華誼建設 

8 公園首席 鴻亞建設 

9 三豐長安匯 三豐建設 

10 
北投區 

一樹巷 康景建設 

11 榮華一鹿 宏利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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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設公司 

12 岳榕莊 君岳開發建設 

13 公園大院-樂活館 

馥域建設開發 

欣聯建設開發 

首敦建設 

14 公園大院-森活館 

馥域建設開發 

欣聯建設開發 

首敦建設 

15 

大安區 

大安秘蜜 廣銘建設 

16 統創緻 統創建設 

17 陶.東騰 東騰開發 

18 達永秋鄉 達永建設 

19 大安富筑 大安富筑 

20 台大龍門 中租建設、合宏建設 

21 敦南好好 捷順國際開發 

22 志榮 BR4 博德開發 

23 

中山區 

大喆 和典建設 

24 聚昇陽 昇陽建設 

25 THE GREENHOUSE 和田生活 

26 中山松悅 詔安建設 

27 大華榮芯 大華建設 

28 士林區 圓山 ART 聖得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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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設公司 

29 家居理玉  家居建設 

30 社中街案 亮華有限公司 

31 全樂沃荷 全樂建設 

32 士林一品 東馬建設 

33 家居雲邸 家居建設 

34 

文山區 

政大首席 長虹建設 

35 沐極 金門建設 

36 希伯崙山莊 所羅巴伯建設 

37 文山晶硯 東其建設 

38 
松山區 

世田介 世田建築 

39 一方璞真 璞真建設 

40 

中正區 

冠德羅斯福 冠德建設 

41 拓璞 萬仕達建設 

42 忠泰值 忠泰建設 

43 台大學 東泰開發建設 

44 太平洋之森 太平洋建設 

45 正隆官邸 正隆股份 

46 

內湖區 

佳元湖伴 佳元聯合建設 

47 竹城。有樂町 竹城建設 

48 富享家 富享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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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行政區 建案名稱 建設公司 

49 森美 鋐富開發、千城開發建設 

50 悅成功 恆通建設 

51 源利御品 豪盛建設 

52 華固馥儷 華固建設 

53 

南港區 

舞青 鼎吉開發 

54 香榭帝寶 甲山林建設 

55 御織間 家賀建設 

56 世界明珠 南榮開發建築 

57 
信義區 

信松廣場 築實建設 

58 松德長虹 長虹建設 

統計至 2020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