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大樓名稱 地址

1 華鎮生活家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17號

2 登峰天廈AD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84巷1號

3 登峰天廈BC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84巷2號

4 大同世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00號

5 寰宇首席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10號

6 天廈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31號

7 世貿名人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38號

8 宏國大鎮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63號

9 哈佛世家一期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72巷1號

10 錦帝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98號

11 東方旺族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22巷2號

12 哈佛世家二期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39號

13 台北東之星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76號

14 宏璟麗園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46號

15 百神米蘭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08號

16 龍璽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92號

17 龍泰天廈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437號

18 摩天鎮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617號

19 安敦凱旋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66-1號

20 台北水都 新北市汐止區工建路106號

21 中正福星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48號

22 黎明山水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60號

23 中正華廈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85號

24 北歐晴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96~300號

25 春田吉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36號

26 創世紀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76號

27 富邑名人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99巷2號

28 朝之鄉 新北市汐止區中華街47號

29 忠孝翠庭 新北市汐止區中華街51號

30 新統領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42號

31 摩登台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60號

32 隱馥玉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73-179號

33 我的家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58號

34 中興大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96巷1號

35 仁愛學府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06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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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康郡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06巷23號

37 仁愛名爵AB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22巷1號

38 仁愛福星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40號

39 仁愛巨星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47號

40 國家交響樂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1巷2號

41 帝寶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2巷11號

42 敦美苑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2巷47號

43 仁愛綠多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4號

44 哲人德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62-2號

45 皇家帝寶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80號

46 東方帝寶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85號

47 仁愛翠庭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00巷13號

48 仁愛龍門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02號

49 台北大國民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03號

50 吉美京都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07號

51 新好家園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0號

52 日出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16巷25號

53 汐寶之星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43號

54 秀峰庭No.2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77巷2弄27號之1

55 秀峰庭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97號

56 閱泰然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168巷6號

57 名門旺族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26號

58 璞緻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291巷1號

59 東方桂冠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24號

60 山水極尊松濤晏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283巷1號

61 山青水秀E棟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36巷19號

62 南天麗園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36巷9號

63 山青水秀山城之戀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70號

64 台北小別墅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72巷32號

65 樂捷市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一街68號

66 活力美樂地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84巷1號

67 e美樂地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84巷6號

68 夢想藝術村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6號

69 親青湖畔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三街2號

70 湖悅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五街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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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瑋石登峰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五街26號

72 麗湖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五街2號

73 班芙戀人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五街38號

74 摩登生活 新北市汐止區吉祥街11巷6號

75 富貴名邸 新北市汐止區汐平路一段18號

76 富美堂 新北市汐止區汐平路一段8號

77 萊茵山水 新北市汐止區汐平路二段63巷1號

78 翠御 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1-19號

79 東別館 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16-1巷1號

80 薄荷 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16號

81 捷運年代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192號

82 凱旋大地1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18巷220號

83 台北明珠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76號

84 凱旋九期百合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418巷1號

85 青山綠築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228巷18弄2號

86 林肯金龍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228巷31弄5號

87 明園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66巷1號

88 堪農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199巷1號

89 伯爵三代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12巷20號

90 伯爵七代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14巷4號

91 伯爵五代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35巷1號

92 東方伯爵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47巷2號

93 牡丹C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48號

94 牡丹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54巷2號

95 伯爵夫人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59巷13號

96 經典伯爵二期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93巷2號

97 博市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96巷48號

98 青春嶺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97巷1號

99 馥記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路2號

100 新台五祿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81巷15弄11號

101 早安東方連彩公寓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36巷2號

102 大同硯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5號

103 名人觀邸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59巷23號

104 君士坦丁堡(羅馬)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9巷14號

105 美宿苑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9巷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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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君士坦丁堡(希臘)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9巷9號

107 瓏山林 新北市汐止區忠三街17號

108 自由室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巷16弄8號

109 金點國之苑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97號

110 漢諾瓦郡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51號

111 忠孝大院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15號

112 摩登家庭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24號

113 忠孝芳庭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68號

114 蓮莊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75-1號

115 汐緻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80號

116 向日葵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87號

117 綠意皇邑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90號

118 蓮莊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97號

119 台北東郡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00號

120 宏盛檳城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18號

121 高登屋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29號

122 潤泰明峰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36號

123 迎東湖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7號

124 仰大湖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81號

125 I CASA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113號

126 中研一期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190巷1號

127 研究苑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201巷129弄2號

128 皇家翡翠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201巷3號

129 白雲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216巷22弄2-1號

130 綠野山坡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216巷24弄5-1號

131 研樓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216巷24弄9號

132 香榭花都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58號

133 中研宏觀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60號

134 五米新奇屋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76巷33號

135 忠研山莊二期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76巷81號

136 品川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東勢街78號

137 中研 I PARK 新北市汐止區林森街132巷2號

138 中研翡麗 新北市汐止區林森街35號

139 康詩丹郡 新北市汐止區林森街73巷43號

140 香榭儷舍 新北市汐止區林森街73巷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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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世貿國家公園 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101-5號

142 春之霖 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238號

143 站前水漾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29號

144 長安居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53號

145 翠堤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二段50巷43號

146 合謙好境-雅境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二段60號

147 合謙好境-富境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二段62號

148 168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路19巷2號

149 台北新視窗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路6號

150 微風小城-禾風區 新北市汐止區保一街103號

151 初韻 新北市汐止區保一街1號

152 青松市 新北市汐止區保一街55號

153 寶藏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路51巷18號

154 益翔青庭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路53號

155 微風小城-森泉灣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路60號

156 東方鴻 新北市汐止區南昌街22-1號

157 早安清境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62號

158 南興綠野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79號

159 東方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82巷

160 品美學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89號

161 國泰民安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52號

162 非常台北鑽石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60巷16號

163 非常台北翡翠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60巷37號

164 天堂鳥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20號

165 琉森公園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26號

166 吾印良品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9號

167 青年守則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6巷69弄7號

168 琉森湖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7巷1號

169 高巢家庭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43號

170 觀止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130號

171 欣富築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86號

172 茄苳華城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89號

173 比佛利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國興街16巷6號

174 東苑風荷 新北市汐止區國興街21巷22號

175 汐止風華 新北市汐止區國興街23巷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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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新雪梨 新北市汐止區國興街30巷18號

177 迎旭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國興街6號

178 葳格博閱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357號

179 冠東城AB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59巷17號

180 御東城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59巷18號

181 冠東城C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59巷1號

182 上東城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59巷51號

183 康寧郡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76號

184 東湖捷境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50號

185 金龍皇璽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623巷2號

186 濱湖大第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625號

187 伯爵晶鑽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47號

188 日月光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1巷13號

189 伯爵二代建業樓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3巷10弄11號

190 伯爵二代摘星明月樓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3巷18號

191 東湖樂高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83巷2號

192 凱旋九期玫瑰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885巷1號

193 潤泰陽光新廈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126號

194 青山學府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17號

195 青禾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29巷11號

196 合康晶站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29巷9弄1號

197 綠意東台北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30號

198 三甲好禮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128巷20號

199 環翠天廈F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24號

200 環翠天廈E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52號

201 貝克漢 新北市汐止區復興路1號

202 東湖畔(湖東街) 新北市汐止區湖東街36號

203 水蓮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110巷97弄1號

204 耀東城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31巷7號

205 文普湖前大地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33號

206 濱湖特區B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77巷5號

207 東方山河1期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31號

208 東方懷石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55巷11號

209 東方山河2期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55巷14號

210 站前畫隄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55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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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全民居易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一段55巷2號

212 大慶原鄉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二段23巷1號

213 天池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二段6巷2號

214 合家歡 新北市汐止區勤進路411號

215 世運村 新北市汐止區勤進路83巷3號

216 河畔哲人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37號

217 國泰觀天下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61號

218 皇家天下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81號

219 東方新都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82號

220 新合家歡大樓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88號

221 大東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12號

222 三福麗景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16號

223 東方大鎮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1號

224 中央大公園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32號

225 雲天綠第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70號

226 快意通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108號

227 銀舜雙星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144號

228 江山萬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170號

229 活力DOUBLE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238號

230 宏國富邑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246號

231 一翔如意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77號

232 大吉利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87號

233 日出印象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91號

234 名城 新北市汐止區新昌路37號

235 合康雲極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121號

236 名吉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83號

237 合康東極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90號

238 瑞士山莊 新北市汐止區瑞松街130號

239 天外天 新北市汐止區瑞松街150巷20號

240 秀峰家園 新北市汐止區福安街20巷21號

241 綠竹賞 新北市汐止區福安街61巷18號

242 新秀賞 新北市汐止區福安街7號

243 長堤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01號

244 捷運喜來登一期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08號

245 人情味小鎮A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2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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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綠百代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59巷12號

247 百世可樂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59巷27號

248 生活大國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87號

249 家美生活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08號

250 理明大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56號

251 人情味小鎮B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巷1號

252 台北爵士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0號

253 伊登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50-1號

254 台北奇蹟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63巷2號

255 新生活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86巷1號

256 全民住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86巷34號

257 世紀風情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86巷43號

258 捷運喜來登二期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94號

259 大山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21號

260 星鑽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359巷1號

261 摩登寶貝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55巷6弄6號

262 摩登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55巷9號

263 幸福捷境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56號

264 幸福城市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57號

265 長虹大鎮B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69號

266 長虹大鎮A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71號

267 長虹大鎮D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75號

268 長虹大鎮C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77號

269 平野春天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三路18號

270 歐園360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三路6號

271 風華大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1號

272 伯爵一代(大樓區) 新北市汐止區翠峰街23號

273 伯爵一代(別墅區) 新北市汐止區翠峰街2巷2號

274 台北春田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3號

275 世貿親家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5巷12-1號

276 紅對綠二期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5巷14號

277 路易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278 台北新貴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85號

279 英郡A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巷1號

280 紅對綠三期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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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英郡B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0號

282 市民大第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68號

283 世代名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72號

284 儷都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06巷1號

285 儷都臻邸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06巷2號

286 健弘新世界牛津社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51巷18號

287 哈佛特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51巷1號

288 新世紀B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53號

289 劍橋特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77巷2號

290 凱歌世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325號

291 城市公園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330巷1號

292 少年家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339巷12號

293 超級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49號

294 忠孝名園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18巷33弄9號

295 忠孝城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巷27號

296 忠研樓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59號

297 國泰翡翠花園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180號

298 國泰涵翠花園大廈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187號

299 自由年代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1號

300 國宸新幹線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202巷39號

301 潤泰陽光天廈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28巷20號

302 陽光四季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36號

303 大寧靜 新北市汐止區環山路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