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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國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莊栢炎

0018 寬庭建設有限公司 吳長庭

0022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祁興國

0024 順富鑫建設有限公司 康明遠

0030 懷洛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欽

0036 升豪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水龍

0039 高威建設有限公司 宋逢吉

0042 久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珮卿

0043 旺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梓森

0047 宜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順

0061 金亮億建設有限公司 薛美華

0087 寶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卿

0088 用和建設事業有限公司 陳世杰

0089 俊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清木

0101 瑞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童瑞霖

0104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森永

0105 樺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呂淑楓

0108 久旺建設有限公司 黃登煌

0113 立晟建設有限公司 林士哲

0114 力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廖萬亮

0124 長平建設有限公司 葉嘉長

0142 港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明民

0143 聖揚開發有限公司 陳正哲

0147 晉盛建設有限公司 鄭茂昌

0154 正乙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潮東

0156 鎮豐建設有限公司 林清賓

0165 三上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白金火

0171 昇佳建設有限公司 蔡振偉

0176 喬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錫裕

0180 懋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紀吉川

0182 黑龍江建設有限公司 江瑞桐

0183 百共建設有限公司 王瑞霖

0190 祥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水濱

0191 晟溢建設有限公司 周基煌

0193 佳格建設有限公司 陳伯瑜

0195 登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佳山

0197 鉅凱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劉榮周

0204 昇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淑瓊

0208 仁里建設有限公司 林世修

0212 登發建設有限公司 楊炳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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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 德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榮金

0216 德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祐德

0217 大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梁信雄

0219 經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鴻榮

0223 鴻山建設有限公司 陸象山

0224 慶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丕錫

0225 冠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子奇

0231 鴻象建設有限公司 張慧裕

0232 晟興開發有限公司 陳雅婷

0238 俊邑建設有限公司 陳碧蓮

0239 昇祥建設有限公司 曾萬發

0240 睿鍇建設有限公司 黃美惠

0241 安全建設有限公司 劉玉珠

0246 泰弘建設有限公司 謝慶富

0247 稷隆建設有限公司 林敬熹

0250 寶隆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淑玲

0251 伊吉邦建設有限公司 蔡文仁

0257 荷園建設有限公司 許淑美

0258 永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國

0259 和唐建設有限公司 王至亮

0263 久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曾孟津

0271 清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蘇瑞東

0281 慶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陸游月紅

0282 寶發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林何光惠

0283 住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春生

0285 佑誠建設有限公司 李明湖

0292 孟格建設有限公司 姚俊賓

0297 金酉旺建設有限公司 陳宗杰

0299 永盛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張義朋

0300 俊麗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張國光

0305 領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家豪

0307 旺珍建設有限公司 陳佳瑄

0311 裕毛屋建設有限公司 徐銘駿

0314 英升開發有限公司 林煥卿

0327 哈日館實業有限公司 林嘉宏

0344 永盛利建設有限公司 王弘宇

0345 昇源建設有限公司 劉文裕

0347 宏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丕爐

0359 竣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吉發

0362 新富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祁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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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8 壬順建設有限公司 呂瑞華

0371 千兵府建設有限公司 陳春回

0381 上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應富

0385 匯有建設有限公司 林德福

0387 昇群建設有限公司 蔡瑞來

0392 八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明

0393 大順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筱玫

0396 宇澤建設有限公司 林淑棻

0400 通宏建設有限公司 姚吾龍

0403 順瑩實業有限公司 唐鴻義

0408 嘉中建設有限公司 張克誠

0415 御鼎建設有限公司 陳春杏

0416 相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羣佳

0425 僑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麗齡

0429 豐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興俞

0431 奕富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傅美英

0434 馨雅建設有限公司 葉俊麟

0439 帛昇建設有限公司 劉錦興

0440 群巨建設有限公司 賴榮彬

0443 禾安建設有限公司 王為寬

0445 冠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光平

0456 詠丞建設有限公司 吳典融

0459 健祥建設有限公司 陳元昌

0461 寬億建設有限公司 王敬萍

0467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岳

0472 逸昇建設有限公司 王春南

0474 強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錦堂

0481 雅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蕭成忠

0482 金元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暉閔

0483 萬懋建設有限公司 李昌澤

0488 元拓建設有限公司 趙栢丞

0490 順源建設有限公司 黃綉琴

0492 九鑄建築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陳錫彬

0493 晨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有平

0494 樸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凃榮彬

0500 倉旺建設有限公司 許峻嘉

0502 金國喜建設有限公司 凃國喜

0509 大椿建設有限公司 曾林美華

0512 三和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國賓

0515 鉅宇建設有限公司 李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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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6 新而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俊賓

0518 常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佑明

0527 億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榮中

0529 大騏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何榮源

0530 泉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賴水清

0531 昇揚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蔡福源

0534 村懋建設有限公司 林志隆

0535 營廣建設有限公司 游東村

0538 采信建設有限公司 王敏昇

0540 敬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得成

0544 鵬程開發有限公司 陳鴻榮

0549 津茂建設有限公司 廖朝州

0564 鼎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明聖

0565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吉松

0566 義昌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浩

0567 舜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逸民

0568 寶順興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祿昇

0571 鳳林建設有限公司 蔡木隆

0574 宏亞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蔡福源

0575 萬泰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學義

0581 億兆徠建設有限公司 曾足戎

0582 大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楊書河

0588 富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鑫

0589 品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白進春

0590 丞泰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張鉯淳

0593 誠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毛瑞玫

0595 良聚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麗明

0601 廷竣建設有限公司 湯進明

0604 庭林建設有限公司 蘇智民

0615 明產建設有限公司 林慶順

0616 采富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黃秀娟

0621 九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誼霖

0625 磐峰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林政權

0626 名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金忠

0627 金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明和

0632 巨耀建設有限公司 吳勝偉

0639 佑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梓佶

0640 金祥正建設有限公司 潘伯炎

0641 佑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顏茂書

0647 信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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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8 安順居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蘇勇銓

0650 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慧萍

0661 健久建設有限公司 林棟梁

0663 巽揚建設有限公司 林志鎬

0664 立東開發有限公司 王錦潭

0665 寶崍建設有限公司 徐大維

0668 昂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詹媛斐

0671 藍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蓓茹

0672 慶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白崇伸

0679 茂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勝

0683 麗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仲信

0685 邑富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黃柏全

0688 金興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羅瑞琴

0689 翔鼎建設有限公司 許秋雲

0691 宇盈建築有限公司 楊世森

0692 親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張志豪

0695 臻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玄明

0696 廣擎建設有限公司 陳詩弦

0697 竣耀開發有限公司 謝泓錡

0699 達嶺建設有限公司 林旭

0701 友田利建設有限公司 洪振盛

0703 鑫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李進發

0705 鑫富御建設有限公司 鄧薰蘋

0706 金帝堡建設有限公司 林秋娟

0712 勝家寶建設有限公司 李秀月

0716 銘佳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吳志鴻

0718 三甲實業有限公司 姚佳伶

0720 鼎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劉秀津

0721 瑞禧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呂哲怡

0722 晨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卓進發

0729 豐榮營造有限公司 陳志榮

0734 適合建設有限公司 王清標

0736 大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群佳

0738 豐泰開發資產有限公司 黃俊騰

0741 成陽建設有限公司 蔡文祥

0743 萬基建設有限公司 李萬居

0745 明全建設有限公司 李幸美

0747 和立營造有限公司 潘奇秀

0749 泳翌建設有限公司 姚宇森

0754 金旺盛建設有限公司 黃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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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6 銓洪建設有限公司 蕭友信

0760 御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金勳

0772 精展建設有限公司 莊怡雯

0773 天順祥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邵清泉

0775 歐旻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黃丞萱

0776 佶鑫建設有限公司 林香琪

0778 振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坤昇

0780 千敬建設有限公司 周子敬

0781 捷揚營造有限公司 林志成

0784 德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賴炳焜

0785 密集建設有限公司 周進元

0786 上力營造有限公司 葉俊麟

0787 晟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卿

0788 遠鴻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陳政鴻

0790 群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林崑鐘

0793 樑融建設有限公司 李念祖

0796 璟宏建設有限公司 王玉樹

0800 龍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何潭

0807 敦峰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陳惠鈴

0809 宇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聰穎

0811 兆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賴信宏

0815 總潤開發有限公司 簡英杰

0818 高品建設有限公司 宋孟洋

0824 上吉品建設有限公司 王文吉

0827 昕晟建設有限公司 吳景源

0829 彥美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許美鶯

0831 崧喬建設有限公司 賴國耀

0833 慶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才福

0834 龍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廖子奇

0835 新順添建設有限公司 張惠琦

0836 磊豐建設有限公司 林鎮樹

0837 中英開發有限公司 陳朝圳

0838 誼佳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張學能

0839 新富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熊安邦

0840 聯發廣告開發有限公司 何錦松

0842 世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卓世欽

0844 馨富建設有限公司 王美娜

0845 富筌建設有限公司 陳槐培

0846 安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侯文瑞

0848 清水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黃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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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1 荷風建設有限公司 顏傳順

0853 鉅輝營造有限公司 張朝奕

0854 岩城建設有限公司 徐忠勝

0855 萬達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淑琴

0859 立盛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王戴春滿

0861 有大實業有限公司 賴劉淑鈴

0862 有喜事業有限公司 賴劉淑鈴

0864 展林建設有限公司 劉建邦

0866 臻鑽建設有限公司 曾浚瑋

0868 耀鼎建設有限公司 郭鳳林

0874 寶興盛建設有限公司 蔡志昌

0875 洪揚營造有限公司 張宏志

0876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顏志光

0877 基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葉建志

0879 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伸琪

0880 冠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朱東源

0882 建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廖大慶

0883 誠悅建設有限公司 陳宏義

0886 鎵禾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吳志鴻

0888 立欣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蔡麗珍

0890 鼎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黃舜蘭

0900 豐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左莉莉

0902 泰洲建設有限公司 廖淑快

0903 佳翰建設有限公司 許嘉顯

0905 億兆豐建設有限公司 蔡淯喻

0906 裕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何麗華

0907 坤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祁興國

0908 大耀建設有限公司 吳健瑋

0909 楓林建設有限公司 沈萬華

0910 茂美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奕鑫

0911 陸賢建設有限公司 陳正義

0915 誠總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王清謀

0921 御展建設有限公司 林昭美

0922 廣隆建設有限公司 陳啟煌

0924 總曜營造有限公司 陳銘銓

0925 傑瀚建設有限公司 金湘媛

0927 富聚開發有限公司 黃承浩

0929 鎮宇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德俊

0930 同禧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銘

0931 世家營造有限公司 林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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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2 建亨建設有限公司 徐金城

0933 達興建設有限公司 程文祐

0934 金永騏建設有限公司 林春郎

0942 太力建設有限公司 林定一

0944 阜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郭韋夫

0950 木立方建築有限公司 邱建銘

0951 宜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新添

0952 港灣建設有限公司 林世醫

0954 群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大榮

0959 住茂營造有限公司 陳美鳳

0960 小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心福

0963 臺灣亞銳士股份有限公司 賴源釗

0964 傳晟開發有限公司 張承業

0965 聚富建設有限公司 黃承浩

0967 丰禾實業有限公司 李雅芳

0968 大展營造有限公司 賴芳榮

0970 馮彪建設有限公司 賴明義

0972 侑群建設有限公司 廖家宏

0973 旺德玖建設有限公司 張慶壽

0976 雅威建設有限公司 紀樹能

0977 尚捷建設有限公司 林啟東

0978 雋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吳秉豪

0979 仁和盛建設有限公司 蔡然欽

0982 臻璽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陳奇男

0983 御豐建設有限公司 王榮祺

0985 睿元建設有限公司 黃垂彬

0986 吉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岳

0987 吉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岳

0990 俊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家榮

0991 中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周凱彬

0992 宏基建設有限公司 王子政

0993 俊首建設有限公司 吳文俊

0994 聖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瑞堂

0996 聚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世煌

0997 佳璽建設有限公司 柯呈儒

0998 觀雲川建設有限公司 鄭秀葳

1001 國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香玲

1003 元鉅建設有限公司 趙敏希

1004 庭侑有限公司 黃丈展

1005 世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張義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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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桔墅建設有限公司 林吉村

1009 家昌建設有限公司 張達明

1010 東風泰建設有限公司 劉思琪

1014 冠天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峻宏

1018 大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浩

1023 崑鼎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高松崑

1024 寶月建設有限公司 蔡仁課

1027 國聯聯合建設有限公司 彭肇基

1029 煜昇營造有限公司 李曉苓

1033 慧穎建設有限公司 陳璟涵

1034 佳唐建設有限公司 陳伯瑜

1036 雅居樂建設有限公司 宋秋謀

1038 胤齊建業開發有限公司 王惠榮

1039 千原營造有限公司 吳宏偉

1040 臻鈺建設有限公司 陳信華

1048 宣品建設有限公司 張琇靜

1049 力晶建設有限公司 吳耀驊

1052 松宸建設有限公司 李星根

1053 鎂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鄧智豪

1054 國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温兩山

1057 大亞建設實業有限公司 葉家立

1058 熊大建設有限公司 熊帷盛

1060 朝盈建設有限公司 蔡朝州

1061 智元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林晏逸

1064 茂富建設有限公司 賴源福

1065 富盛建設有限公司 陳嘉年

1066 上鈺建設有限公司 黃群諭

1069 昇永建設有限公司 蔡振昌

1070 戎臣建設有限公司 顏期俊

1071 大水建設有限公司 王英吉

1074 森洋不動產有限公司 林志雲

1079 大山建設有限公司 王勳忠

1080 立久建設有限公司 張元奇

1084 壯州建設有限公司 卜運和

1085 新月盛營造有限公司 魏英蘭

1088 和居建設有限公司 賴春成

1092 葫蘆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盧月幸

1093 大國建設有限公司 王榮聖

1094 儕達建設有限公司 邱琴馨

1095 笠棠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潘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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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晉揚建設有限公司 羅文隆

1099 富川原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菁莪

1100 大昌建設有限公司 齊書筠

1101 嘉音建設有限公司 梁振輝

1102 賓士美建設有限公司 陳錦文

1105 清浤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蘇清池

1108 隆乙建設有限公司 林志鎬

1109 齊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栗林

1110 台億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闕仕明

1113 展宏建設有限公司 陳俊彰

1115 豐瑜建設有限公司 黃小玲

1117 皇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張嘉傑

1118 長信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劍文

1119 全大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葉志明

1122 立東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錦潭

1123 崇富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謝鎮宇

1125 鉅眾建設有限公司 張雍英

1127 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賴源釗

1128 金泰興建設有限公司 呂明俊

1130 侑鑫建設有限公司 劉德銓

1131 堂騰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張美惠

1135 元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楊文西

1137 敬豐營造有限公司 覃敬哲

1138 禾璞建設有限公司 黃俊騰

1141 俊生建設有限公司 陳俊生

1142 承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曾信富

1143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湯佳峯

1146 弘固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王炯棟

1147 民豐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洪樹昆

1148 金山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楊崇銘

1149 寬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豐

1150 富大建設有限公司 吳金聰

1152 豐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卿

1154 津科建設有限公司 沈文梂

1158 漢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仲奎

1160 利拓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蔡長霖

1161 煌薇建設有限公司 許宗煌

1163 麗豐建設有限公司 許博涵

1164 大雲建設有限公司 黃永來

1167 赫基營造有限公司 陳鴻榮



會員編號 會員公司 會員代表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名冊

1168 富園建設有限公司 陳紫霞

1171 宸揚營造有限公司 洪政揚

1172 昶立建設有限公司 游世璿

1173 津鼎建設有限公司 黃淑鈴

1174 永大興建設有限公司 張家彬

1176 盛煜開發有限公司 劉越欣

1178 龍德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廖榮楷

1181 湶鑫建設有限公司 楊宗哲

1182 南極星建設有限公司 李進發

1183 興泰建設有限公司 詹文明

1186 鼎虹建設有限公司 張玉儒

1187 朝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振福

1189 朕翔建設有限公司 楊國璽

1190 盛承開發有限公司 廖尚澤

1192 奕興金建設有限公司 邱若渝

1196 成陽營造有限公司 蔡文祥

1197 申成建設有限公司 王憶秋

1200 勝邦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黃國恩

1201 大佑祥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偉勵

1204 巽安建設有限公司 賴秀子

1206 鑫富盛建設有限公司 陳勤學

1208 璞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嘉祥

1214 展裕建設有限公司 林克恭

1215 友巨企業有限公司 蔡至誠

1220 立桓建設有限公司 林錦杰

1223 福康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阮騰輝

1224 威泰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林榮金

1227 上川建設有限公司 廖益堂

1228 和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美惠

1230 向恆建設有限公司 林克恭

1232 佳芸建設有限公司 張溪田

1233 凱帝御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蘇銘達

1235 亦啓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楊啓邦

1239 坤聯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育

1240 豐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廖應杰

1242 大茂建設有限公司 吳秀端

1246 台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許明專

1249 建昌建設有限公司 賴宥彤

1251 磐豐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林瑩珍

1259 甲旺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白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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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興富安建設有限公司 鄭永揚

1261 昂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詹媛斐

1263 誼榕建設有限公司 許展榕

1266 美安建設有限公司 莊予萱

1267 呈陞建設有限公司 王金錶

1269 佑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安民

1275 穩喬建設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廖國雄

1276 百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林志宏

1277 常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貴仁

1278 台灣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育昌

1279 國信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林瑞榮

1281 瀚程建設有限公司 楊士弘

1282 旗豐建設有限公司 黃冠旗

1283 佳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佩霖

1285 睿仁建設有限公司 林睿庠

1286 寬禾建設有限公司 林姿宜

1288 慶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凃金榮

1289 品信建設有限公司 董川百

1291 傢基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歐信志

1294 耕湶建設有限公司 亷裕隆

1295 汯益開發有限公司 林美珠

1297 所羅巴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邱仕錦

1298 璽揚建設有限公司 江青松

1299 御墅家建設有限公司 林柏丞

1300 麗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安琪

1301 金菱建設有限公司 陳長榮

1302 崧成建設有限公司 賴平福

1303 譽城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張美惠

1304 鼎秝建設有限公司 王湘瀚

1305 彤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施清鴻

1306 順銓建設有限公司 李西川

1307 名璟建設有限公司 莊怡雯

1308 春陞營建有限公司 廖啟森

1310 昶恩建設有限公司 游世璿

1311 丞熙建設有限公司 羅峻曄

1313 新富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祁旭傑

1314 昇日旺建設有限公司 黃益洲

1315 日暉建設有限公司 童國龍

1316 嘉晟建設有限公司 張克維

1317 久業建設有限公司 蔡旻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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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坤聯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丕育

1320 睿詮營造有限公司 鄧維君

1321 啡堡有限公司 邱家淼

1322 新喬霖建設有限公司 陳建森

1323 津誠建設有限公司 廖朝州

1324 富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如鈞

1325 環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吳榮燦

1328 銓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曾嘉輝

1329 美宣有限公司 李宜芳

1330 萊特建築有限公司 阮碧水

1332 俊冠建設有限公司 黃天賜

1333 東霖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楊朕端

1334 新田開發有限公司 蕭友信

1335 豐墅建設有限公司 陳燦鈺

1336 樂謙建設有限公司 劉郁婷

1337 久盛建設有限公司 王亨年

1339 恆詠建設有限公司 陳士元

1340 坤泰興建設有限公司 黃俊騰

1344 建義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呂文程

1345 勇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淮

1346 長霖建設有限公司 蔡長霖

1347 九日建設有限公司 張欽旭

1348 鉅正建設有限公司 簡靖晟

1350 嘉億建設有限公司 張嘉誠

1351 百發建設有限公司 顏鵬修

1352 燊鼎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林映辰

1353 長星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簡靖晟

1354 萬來建設有限公司 王萬來

1355 乙升建設企業有限公司 陳乙升

1357 上富建設有限公司 陳麒旭

1358 元虹建設有限公司 廖琮頡

1360 泰新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金池

1361 和旺建設有限公司 林世修

1362 緣成建設有限公司 陳畯榮

1363 育賢建設有限公司 林淑卿

1364 上雋建設有限公司 蔡建興

1365 寰鋐實業有限公司 魏紘穉

1367 雅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蕭成忠

1368 全佳美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吳東融

1370 喬富利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謝雲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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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昶阜建設有限公司 楊鈞彥

1372 大唯開發有限公司 康仁皇

1373 全鉅建設有限公司 李銘浤

1376 佳美建設有限公司 王秋金

1377 佳昌建設有限公司 洪家洋

1379 齊又新建設有限公司 王熙照

1380 承嘉建設有限公司 蔡裕民

1381 景瓏建設有限公司 張登傑

1382 唐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宏

1383 采揚建設有限公司 王秉森

1385 晴越建設有限公司 杜文誠

1386 承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維

1387 鑫富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家鑫

1388 杰達建設有限公司 羅明君

1389 總寬建設有限公司 張簡玉盒

1391 堃晟建設有限公司 莊家豐

1392 璞峰建設有限公司 張淑真

1393 地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林永裕

1394 浩埕建設有限公司 王順益

1395 逢源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李英龍

1396 聯誠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郭蘊琴

1397 馥麗開發有限公司 張雁茹

1398 合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譔堯

1400 豪傑建設有限公司 王浴麟

1401 誠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鴻欣

1402 總興建設有限公司 黃國興

1404 可以興實業有限公司 謝泓錡

1406 合盛建設有限公司 張仲棋

1409 昆富有限公司 陳振澤

1410 嘉品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李建興

1411 由富建設有限公司 歐漢焜

1412 東沅建設有限公司 邱彥明

1413 匯譔建設有限公司 張國良

1414 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莊惠雅

1415 璞森建設有限公司 洪國銘

1416 上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凃志全

1417 永福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劉偉如

1419 全興營造有限公司 黃雙彬

1420 永赫建設有限公司 楊明熏

1422 築冠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顧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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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裕觀建設有限公司 林正德

1424 盛承建設有限公司 廖尚澤

1425 富德嘉股份有限公司 駱彥良

1426 大名人建設事業有限公司 曾銘祺

1427 鋐遠建設有限公司 陳志浩

1428 華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育菁

1430 雅硯建設有限公司 紀樹能

1431 太聚建設有限公司 吳柏榕

1432 高福建設有限公司 黃天賜

1433 大傳建設有限公司 李美秀

1434 永域建設有限公司 黃俊騰

1435 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呂理賢

1436 林登輝

1437 順億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林永評

1438 富鈺開發有限公司 洪嘉隆

1439 寬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少雄

1440 大阪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福來

1442 合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鄭明義

1443 築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松

1444 玖紘建設有限公司 陳金源

1445 鉅霖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坤霖

1446 金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呂當勝

1447 盟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修

1448 立坤建築有限公司 楊日清

1449 翔佑開發有限公司 林育詩

1450 宜禾營造有限公司 林和聲

1452 漢陽建設有限公司 簡瑞廷

1453 如泉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陳清泉

1454 盛圖營造有限公司 王柏彥

1455 六億建設有限公司 卓景芳

1456 茆宏建設有限公司 謝昌宏

1457 長育建設有限公司 廖新宗

1458 宇苑建設有限公司 林茂聰

1459 大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賴源釗

1460 瑞祥營造有限公司 儲衛國

1461 芯帝堡建設有限公司 高迪原

1462 定展建設有限公司 莊建斌

1463 映金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貞

1464 欣和建設有限公司 黃寶綠

1465 佑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梓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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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 山卓夫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何依華

1467 盛邑建設有限公司 李文魁

1468 三榆建設有限公司 黃秀華

1469 良居建設有限公司 梁振輝

1470 瑞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童瑞霖

1471 禾璽建設有限公司 顏新發

1472 久漾建設有限公司 陳珮卿

1473 悅泰隆建設有限公司 卓建聰

1474 聯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忠信

1475 主將建設有限公司 張春田

1476 經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楊界華

1477 吉秝建設有限公司 王經綻

1478 賀雅建設有限公司 張承鋐

1479 鈞棋建設有限公司 林韋丞

1480 元茂聯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劉向慶

1481 久築建設有限公司 陳姿妤

1482 駿園建設有限公司 洪清源

1483 鼎健建設有限公司 許人元

1484 中英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李金翰

1485 太山不動產有限公司 劉以德

1486 大堂營造有限公司 邱秀慧

1487 大樸建設有限公司 蔡水仁

1488 臻誠營造有限公司 林敬熹

1489 沂昌建設有限公司 林祐成

1490 采日興營造有限公司 賴淑惠

1491 聯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薛明霞

1492 中港皇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怡仁

1493 榮建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成

1494 勤鎂國際有限公司 蔡健龍

1495 聚寶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聰

1496 大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毛瑞玫

1497 萬佳富建設有限公司 王龍昌

1498 錦川有限公司 何淑鈴

1499 揚璽建設有限公司 王志明

1500 鑫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慶輝

1501 德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昌浩

1502 育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祁加弘

1503 兆鋒營造有限公司 張琇靜

1504 東岸建設有限公司 張家榮

1505 宏固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蔡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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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歐德開發有限公司 阮碧水

1507 大林建設有限公司 林通泉

1508 璟彤建設有限公司 卓有燦

1509 城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成聰

1510 頡陽開發有限公司 胡文瓏

1511 佑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謝國良

1512 納得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沈妙玲

1513 築潮建設有限公司 楊紫耀

1514 歡樂開發有限公司 胡銘雄

1515 金富邑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温中澤

1516 臻鶴建設有限公司 卓大鈞

1517 晶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峰

1518 景泰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游振乾

1519 奕豪有限公司 張明吉

1520 築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黃舜蘭

1521 晨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方仁儀

1522 晨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紀漢

1523 品德建設有限公司 蔡文祥

1524 青岩建設有限公司 李元倫

1525 豪威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吳東洋

1526 御登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呂承翰

1527 岡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涵妮

1528 日盛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勝文

1529 宸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許文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