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高雄縣桃源鄉公所 拉芙蘭村聚落基礎復建工程 99年11月

宗城建設有限公司 屏東市－羅馬假期（建案） 99年11月

苗栗縣政府 通霄鎮白沙屯漁村新風貌排水改善工程。 99年11月

苗栗縣政府 苑裡鎮西勢、蕉埔、石鎮、客庄里等排水溝路面擋土牆 99年11月

高雄縣彌陀鄉公所 99年度彌陀鄉全鄉環境景觀改善工程 99年12月

臺南縣安定鄉公所 安定鄉鄉道暨六嘉、新吉、安定及海寮村等道路排水改 99年12月

臺南縣麻豆鎮公所 麻豆鎮生命紀念館南側排水溝改善工程 99年12月

臺南縣麻豆鎮公所 麻豆鎮第一公墓納骨堂第三停車場工程 100年1月

萬吉建設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花園樹(建案) 100年1月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華園路95巷道路開闢工程 100年2月

經濟部工業局 高雄縣大社工業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100年2月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內埔鄉東片村東金巷及光復路等水溝工程 100年2月

臺南縣麻豆鎮公所 麻豆鎮南勢里南勢社區道路側溝改善工程 100年3月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高雄縣大寮鄉大寮國小99年度PU跑道新建工程 100年4月

苗粟縣政府 後龍鎮南港里7鄰農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100年4月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內埔村中興路233巷側暗溝工程 100年4月

苗粟縣泰安鄉公所 泰安鄉中興村司馬限部落暨象鼻村大安部落緊安置工程 100年5月

興震億建設有限公司 日光森林（建案） 100年6月

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園區鐵馬驛站設施建置工程 100年7月

屏東縣東港鎮公所 鎮海里道路改善工程 100年7月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里港鄉潮厝村排水溝道路改善工程 100年8月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處 南岸28區排水開渠復舊工程 100年8月

苗栗縣政府 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內指標系統及服務中心停車場工程 100年8月

苗栗縣政府 四灣農路改善工程 100年9月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100年度都市計劃12-9號（楊家祠堂前路段）道路拓寬 100年10月

屏東縣萬丹鄉公所 萬新國中前農田排水改善工程 100年10月

永光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品苑（建案） 100年11月

經濟部工業局 高雄市大發工業區人行道功能及路燈管線改善工程 100年11月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KCL211標麟洛、竹田段鐵路高架化工程 100年12月

台南市歸仁區公所 歸仁區沙崙里二甲社區排水改善工程 100年12月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過江村紫竹寺前庭美化工程 100年12月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里港鄉中山、過江路街道美化工程 101年1月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舊台13線36K+700~42K+800段移交管養道路排水改善工 101年1月

經濟部工業局 高雄市大社工業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101年1月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排水系統工程 1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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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100年度永安區保安路六巷等排水改善工程 101年2月

苗栗縣政府 三灣鄉銅鏡村12鄰農路改善工程 101年2月

苗栗縣政府 縣道124線49K+100終點處道路拓寬工程 101年2月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三廍村農路排水溝改善工程 101年2月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茄萣區信義路三段26巷35弄路面改善及排水溝工程 101年3月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101年月眉里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101年3月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101年度大寮區仁德路（拷潭路至鳳林三路）人行環境 101年4月

中洲建設有限公司 屏東市－中洲薪傳（建案） 101年4月

臺南市立玉井國民中學 101年護坡工程 101年4月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處 排水開渠等災害復舊工程 101年5月

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涼山遊憩區全區公共設施服務機能強化與環境綠美化工 101年5月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101年度三民區等道路及公園災害搶修工作 101年6月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赤崁社區街景空間改善工程 101年6月

苗栗縣政府 竹南鎮頂埔里14鄰道路排水溝改善工程 101年6月

屏東縣高樹鄉公所 101高樹地區第二次小型零星工程 101年6月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福興鳳凰廟東側及興隆宮前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101年6月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101年度烏來區道路橋樑及附屬設施維護－烏來老街改 101年7月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主流段河道景觀綠美化工程（第一標）抽水站至雙和橋 101年7月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鳳林鎮中正路通學步道改善工程 101年7月

新北市樹林高級中學 101年和平樓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101年8月

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第1航廈挑空大廳區域修繕工程 101年8月

屏東縣東港鎮公所 101東港鎮興漁里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101年8月

宜蘭縣壯圍鄉公所 101年度壯圍鄉路面整修及排水溝工程 101年9月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烏日區溪壩、東園、螺潭、溪尾等4里道路及排水溝改 101年9月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豐原市公老坪、中坑巷、東陽路整體改善工程 101年9月

屏東縣潮州鎮公所 台鐵潮州段鐵路局高架化工程高架橋下排水聯外銜接工 101年9月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101年德文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101年10月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 (101)萬巒鄉萬和段770、782地號道路工程 101年10月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資源回收場地坪及隊員休息室整修工程 101年10月

台北市政府市場管理處 台北魚市 101年10月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101年度烏來區道路橋樑及附屬設施維護工程－第二期 101年10月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石門區石門坑路閒置空地改善工程 101年11月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宜員農地重劃區-北零路排水溝改善工程 101年11月

澎湖縣政府 南海遊客中心停車場設施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101年12月

宜蘭縣冬山鄉 順安國小周邊通學步道及綠化景觀改善計畫工程 1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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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台3明珠觀光發展二期工程 102年1月

桃園縣復旦國小 前庭整修工程 102年4月

國立台灣博物館 國立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景觀工程 102年5月

宜蘭民宿 102年6月

宜蘭縣壯圍鄉 復興村排水改善工程 102年6月

花蓮縣政府 慶豐宮前營區環境改善工程 102年6月

台北市士林國小 操場整修 102年7月

國防部 五指山營區邊坡整修工程 102年7月

新北市汐止區 金龍國小 102年7月

宜蘭縣政府 天送埤社區活動中心殘障廁所改善工程 102年8月

台北市螢橋國小 東南棟拆除整地工程 102年8月

新北市八里區 102年度八里區道路附屬設施及排水等改善工程(第二標)開口契約 102年8月

台北市政府 萬芳社區中心出租國宅公共空間整體改善工程 102年8月

新竹縣新豐鄉 新豐鄉都市計畫區內排水系統改善工程 102年9月

新北市政府 富基漁港舊有漁市環境改善工程 102年9月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頭城、員山、宜蘭等農路改善工程 102年9月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宜18-2線道路拓寬及宜16-1線蜊埤路排水改善暨102年小型零星 102年9月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信義路人行道景觀重塑及自行車道第二期工程 102年10月

花蓮縣政府 秀姑巒溪遊客中心人性化公廁改善工程 102年10月

新北市五股區 102年度五股區成州活動中心結構補強工程 102年10月

宜蘭縣政府 宜8,9,10線等村里道路改善工程 102年11月

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磯崎遊憩區(第一期)露營場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102年11月

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新豐鄉102年度松柏,松林等村道路修復工程 102年12月

新北市政府 102年新北市觀光景點暨周邊各項工程(第二標) 102年12月

新北市中和高中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綠園生態再造計畫2期工程 103年1月

新北市蘆洲國小 102年度足球場地修整及購置資本門設施工程 103年1月

台北市政府 延壽P出租國宅公共設施及景觀工程 103年1月

苗栗縣政府 卓蘭鎮市區道路暨周邊環境景觀再造計畫 103年3月

花蓮縣政府 吉安鄉七腳川溪自行車道新建工程 103年4月

新北市政府 102年度八里區中華路人行道改善及寬頻建置工程 103年4月

台中市政府 梧棲區梧棲排水中華路以東護岸復建工程 103年4月

台北市士林國小 102年度尊賢樓水溝整修工程 103年4月

桃園縣政府 桃園市國道二號高架橋下空間-農作田園段周邊景觀改善 103年5月

新北市政府 103年度永和區公園設施新設及維護工程 103年6月

台北市立長安國中 103年度樓梯走廊、會議室整修暨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1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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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新竹縣政府 新豐鄉重興村自立街37巷等排水溝工程 103年7月

基隆市政府仁愛區 光華里光一路28號後方鋪面改善工程 103年7月

台北市日新國小 103年度前庭廣場整修工程 103年7月

花蓮縣政府 吉安客庄傳統市場-慶豐、仁里市場改善工程 103年7月

國家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3年度明覺樓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103年7月

台北市士林國小 103年度溫水游泳池暨更衣室(廁所)整修工程 103年7月

花蓮縣政府 吉安鄉南昌村村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103年7月

新竹縣政府 新竹市孔廟前廣場排水改善工程 103年7月

台北市新湖國小 103年度地坪整修工程 103年8月

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石梯坪遊憩區收費亭及入口環境改善工程 103年8月

台北市永春國小 103年度人工跑道及操場周邊水溝蓋整修工程 103年8月

台北市士東國小 103年度跑道及球場整修工程 103年8月

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磯崎遊憩區(第二期)室內空間及戶外景觀改善工程 103年8月

台北市永春國小 103年通學步道整修工程 103年9月

桃園縣政府 青埔國中(第一期)校舍新建工程 103年9月

花蓮縣政府 吉安鄉七腳川溪自行車道二期工程 103年9月

新北市政府五股區 登林路、自強路口及登林路成泰路口排水、交通及路面 103年9月

宜蘭縣政府 宜員農地重劃區七賢段331地號農水路改善工程 103年10月

新竹縣政府 新豐鄉都市計畫6號道路新建工程 103年10月

新北市政府五股區 登林路37號、41號更換防滑水溝蓋工程 103年10月

宜蘭縣政府 壯圍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 103年10月

台中市和平區自由國小 無障礙設置工程 103年10月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小 102年度第二期足球場地修整工程 103年10月

南投市 平和國小、新豐國小暨康壽國小周邊人行道改善工程 103年10月

宜蘭縣政府 宜蘭臨時轉運站周邊人行環境改善(第三期)第一階段 103年10月

台北市政府 內湖垃圾山安全設施補充工程 103年10月

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 潭北無障礙改善工程 103年11月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小 103年運動場所改建及新作排水溝工程 103年11月

新竹縣政府 新豐鄉102年度客庄文化及產業特色入口意象及導覽服務 103年11月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小 103年度操場跑道整修工程 103年11月

桃園縣八德市大成國小 103年度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設施工程 103年12月

新北市政府 八里區中山路二段形象商街改善工程 103年12月

苗栗縣政府 頭份鎮自強路人行道路改善工程 103年12月

中國石油公司 和平加油站辦理綠建築標章認證改善工程 104年1月

高雄市政府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景觀工程 1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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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卓蘭鎮市區道路沿線環境改善工程 104年1月

花蓮縣吉安鄉 宜昌國小停車場地坪及周邊排水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104年2月

中國石油公司 彰化中山加油站辦理綠建築標章認證改善工程 104年3月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 北回歸線地標整體環境改善工程 104年3月

新竹縣新豐鄉 鄉內排水系統整建工程 104年3月

新北市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屋舍修繕及景觀改善工程 104年3月

中國石油公司 東山路加油站辦理綠建築標章認證改善工程 104年3月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小 103年度運動場整修工程 104年4月

新竹市 博愛街人行道暨周邊通學步道改善工程 104年4月

中國石油公司 埔鹽加油站辦理綠建築標章認證改善工程 104年4月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 聯邦活動中心入口斜坡工程 104年4月

宜蘭縣冬山鄉 宜大石礦場排水溝 104年6月

新竹縣新豐郷 新豐鄉都市計畫6號道路新建工程 104年6月

新竹工業區-光電廠 地下停車場車道入口截水溝更換 104年6月

台北市內湖區麗湖國小 104年度綜合球場整建工程 104年6月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國中 104年度運動場整修工程 104年6月

中興工程顧問(股) 中興大樓地下停車場車道截水溝更換 104年6月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104年度基隆湖海灣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104年6月

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國小 104年度綜合球場整修工程 104年6月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104年度石門風箏公園整體景觀改善工程 104年6月

國立台灣大學 垂葉榕道側溝鋪面改善工程 104年7月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 104年度禮堂及至善樓樓梯間整修工程及校園排水溝整 104年7月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研究大樓 館舍前排水溝蓋更新 104年7月

新北市瑞芳區瓜山國小 104年度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104年7月

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國小 104年度南棟校舍補強工程暨屋頂防水隔熱、外牆整修及戶104年7月

宜蘭縣政府 壯圍鄉主要道路及排水溝改善工程 104年7月

桃園市染整場 廠區內水溝蓋更換 104年7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4年度龍鳳谷管理站轄區內公共設施整修工程 104年7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4年度小油坑管理站轄區內公共設施整修工程 104年7月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小 104年度綜合球場整修工程 104年8月

南投縣名間鄉 彰化二水田中與南投集集自行車道系統串連計畫 104年8月

宜蘭縣政府 機車停車棚新建工程 104年8月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國小 校園地坪積水改善工程 104年8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4年度全鄉水溝蓋板修繕更新工程-重興、崎頂、忠孝、員104年8月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104年度麟山鼻遊憩區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104年8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104年度全市橋涵預約維護工程(第六標)(大安文山區) 104年8月

新北市內湖區文湖國小 104年度至善樓2,3樓暨資源回收室整修工程 104年8月

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小 104年度幼兒園廁所及戶外環境整地 104年8月

國防部憲兵司令部205指揮部 慧敏營區水溝整修工程 104年8月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104年度基隆情人湖入口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104年9月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104南港公園管理所所轄公園整建工程-信義區公園整建 104年9月

苗栗縣卓蘭鎮 104年度老庄里10鄰週邊地區排水改善工程 104年9月

基隆市政府 104年度安樂區四維、興寮、四川、永康等四里零星小 104年9月

新竹縣照門國中 104年度司令台兩側新設透水磚工程 104年9月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小 廁所改善工程 104年9月

桃園市內壢區 慕夏社區管理委員會 104年9月

新北市新北高工 汽車科屋頂防漏及地坪整修工程 104年10月

板橋私人工廠 更換水溝蓋板 104年10月

新竹工業區-光電廠 地下停車場車道出口截水溝蓋板更換 104年10月

苗栗縣頭份鎮 中山市場周邊環境及設備改善工程 104年10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4年度全鄉水溝蓋 104年10月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國小 104年度民權樓校舍耐震補強、外牆整修、民權樓地坪及實104年10月

台北漁產運銷公司 更換水溝蓋板 104年10月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104年度軍墓營區墓園設施 104年10月

宜蘭縣三星鄉 鄉內道路及排水溝環境維護改善工程 104年10月

新北市八里區 104年度八里區道路附屬設施及排水等改善工程 104年11月

新北市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渡船頭老街排水改善工程 104年11月

宜蘭縣壯圍鄉 壯圍鄉主要道路及排水溝改善工程 104年11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4年度鄉內排水系統整建工程 104年11月

新北市新店高中 104年度校園地坪改善工程 104年11月

宜蘭縣中華國中 運動場設施新建工程 104年12月

新北市蘆洲區 三多利花園名邸C區人行道水溝蓋更換 104年12月

高雄市政府 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13-15號碼頭區域)新建 104年12月

台北市北投區桃源國中 校園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104年12月

宜蘭縣員山國中 運動場跑道整修工程' 104年12月

台北市廈門街 長吉御苑社區車道截水溝蓋板更換 104年12月

宜蘭縣政府 宜蘭火車站前南北向宜興路及校舍路都市化人行功能及周 105年1月

台北市大同區太平國小 104年度北棟西側拆除，東側屋頂防水工程 105年1月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動植物檢疫中心辦理輸入鳥類隔離檢疫廄舍及相關設施整修105年1月

新北市環保局 八里垃圾掩埋場新增水溝蓋板 105年1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中壢區中山、三角、光明等公園整修工程 105年1月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仁愛區海洋廣場空間活化改善工程 105年1月

新北市板橋區 遠揚名人廣場社區水溝蓋 105年1月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小 運動場基地及周維工程 105年1月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國小 水溝蓋更新 105年2月

新竹縣新豐郷 新豐鄉新庄子後營區再生利用環境改善工程 105年2月

桃園市科技公司 停車場旁陰井蓋更換 105年3月

新北市萬里區崁腳國小 跑道整修工程 105年3月

桃園市大園區竹圍國中 改善專科教室教學設施與設備暨校園水溝加蓋工程 105年3月

國立政治大學 大學城新亮點-政治大學人本綠意街區改善工程 105年3月

新北市蘆洲區 星光大道社區 105年4月

新北市新店區 華城特區別墅 105年4月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忠愛營區設施整修工程 105年4月

苗栗縣僑文國小 104年度排水溝整建工程 105年5月

臺北市捷運公司 貓覽動物園站站外地坪暨旅客服務中心圍籬更換工程 105年5月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小 校舍新建工程 105年5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5年度重興、崎頂、員山、忠孝等村水溝蓋修繕更新(開口105年5月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中壢區龍岡圓環周邊道路改善工程 105年6月

新北市萬里區崁腳國小 105年度運動場地坪整修工程 105年6月

台北市南港高中 105年度游泳池補強修復、操場草坪及跑道整修工程 105年6月

台北市指南國小 北側外牆及甲乙梯、避雷針暨操場週整修 105年6月

台北市興福國中 活動中心牆壁龜裂及消防管水池整修暨遮陽設施改善工程 105年6月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新北市土城區沛陂市民活動中心周邊設施修繕工程 105年6月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老舊校舍改建工程 105年7月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國小 105年度幼兒園遊戲場地坪整修工程 105年7月

彰化縣田中鎮 醫材工廠新增水溝蓋板 105年7月

基隆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微笑步道第一期興建工程 105年7月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105年度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硬體改善工程(永和新生、新莊105年7月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小 籃球場整修工程 105年7月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5年度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劇場天花板假鏡框架拆除及105年8月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105學年度增設幼兒園工程 105年8月

基隆市中山區太平國小 運動場跑道整修工程 105年8月

新北市金山區三和國小 運動場跑道及綜合球場整修工程 105年8月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高級中學新建綜合大樓工程 105年8月

中壢工業區 汽車廠房全區水溝蓋板 105年8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國小 永安國民小學運動場跑道改善工程 105年8月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105年8月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頭城鎮道路及排水溝改善 105年9月

宜蘭縣立中華中學 106年全運會拳擊場館整修工程 105年10月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峨眉鄉獅山古道3K+500處道路改善工程 105年10月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育成洗車中心-洗車場整修工程 105年11月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歷史建築糧食局宜蘭市神農路宿舍修復工程 105年11月

華聯食品工業(股) 更換水溝蓋板 105年11月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空軍公墓墓塚整新工程 105年11月

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信義415號公園田園基地工程 105年11月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湖口鄉鄉立圖書館暨信勢村集會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05年11月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桃園市益壽七街打通工程 105年11月

宜蘭縣立南屏國小 106年全運會角力場館整修工程 105年12月

新竹市 私人住宅新增水溝蓋板 105年12月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高中 105年度綜職科專門教室整修工程 105年12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中街里市場停車場租用地新建工程 105年12月

和碩聯合科技(股) 北投廠新增水溝蓋 105年12月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105年度員山鄉小型零星工程 106年1月

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105年度鄉內排水系統整建工程(開口契約) 106年1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苗豐里5鄰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106年2月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5年度室外通道及無障礙坡道設施改善工程 106年2月

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重興村8鄰新庄路排水溝重建工程 106年2月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金城二路20公尺計畫道路暨周邊6公尺計畫道路開闢106年3月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學府路(清水祖師廟至蘭潭段)道路改善工程 106年3月

桃園市立桃園國中 忠孝樓與科學樓排水系統改善工程 106年4月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 106年鍍運動場及數宿舍整修工程 106年4月

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南竿鄉介壽獅子市場建築物耐震補強及整體空間改善工程 106年5月

高雄市政府 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外構景觀工程 106年5月

台北市政府市場管理處 雙連市場新增水溝蓋 106年5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105年度道路橋樑等基層建設改善工程 106年5月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 106年5月

農委會防檢局 車道截水溝蓋板更換 106年5月

基隆市仁愛區公所 愛五路6巷26號後方崩塌地處理工程 106年5月

基隆市安樂區公所 武崙里基金一路135巷籃球場地坪改善等工程 106年5月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東港人文環境整備工程 106年5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新北市立深坑國中 PU跑道即周邊排水溝整修工程 106年5月

台東縣政府 竹湖國小-105年度補助竹湖國小附設幼兒園改善幼兒園教學106年5月

宜蘭縣立文化國中 106年度棒球場整修工程 106年6月

台北市南港區成德國小 106年度前中庭地坪整修工程 106年6月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敦仁(大安149號)公園新建工程 106年6月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 小野柳遊客中心耐震補強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106年6月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 羅東鎮立幼兒園105年度(第2階段)教學環境設備改善工程 106年6月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國小 106年圍牆及戶外鋪面改善暨屋頂女兒牆安全措施工程 106年6月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小 106年度運動場整修工程 106年6月

麥當勞 106年7月

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國小 小操場周邊透水磚暨校園綠美化工程 106年7月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員山鄉樂山段1219地號排水溝改善工程 106年7月

台北市立成淵高中 運動場地修整工程 106年7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6年度重興、崎頂、員山、忠孝等村水溝蓋修繕更新(開口106年7月

台北市立實踐國中 106年度第一球場地坪整修工程 106年7月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106年大門地坪整修工程 106年7月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國小 106年校園環境及地坪改善工程 106年7月

新竹縣新豐郷 106年度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後營區野戰公園環境營造工程106年7月

東吳大學 雙溪校區52-54號宿舍旁邊坡防護工程 106年8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科技學院建築外牆防水整修工程 106年8月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及花馬道新建工程 106年8月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國小 106年致善樓、求真樓教室暨走廊整修工程 106年8月

新北市八里區長坑國小 106年6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 106年8月

新北市瑞芳區瓜山國小 106年度活動中心廁所整修工程 106年8月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布袋鎮貴舍里聚落空間營造工程 106年8月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太保市東勢公園景觀改造計畫暨工程 106年8月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106年度操場內廁溝渠修繕工程 106年8月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無障礙斜坡道暨昇降機改善 106年8月

南投縣政府 105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計畫-南投市南崗二路周邊人行道106年8月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澎湖縣有機廢棄物堆肥廠敢改善工程統包 106年9月

屏東縣政府 山川琉璃吊橋旅客服務中心及景觀綠美化工程 106年9月

台北市萬華區南海實驗幼稚園 斜坡道無障礙水溝蓋板更新 106年9月

台中市政府 大坑風景區 106年9月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106年度員山鄉小型零星工程 106年9月

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新北市汐止區林森攤販集中區地坪及貢寮區澳底公有零售 106年9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招標採購單位 工程名稱 訂購日
台北市立雙園國中 106年度校園排水及地坪整修工程 106年10月

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小 水溝蓋及側門更新整修工程 106年11月

國立清華大學 校園排水溝及廁所門扇改善工程 106年11月

嘉義縣政府 創新學院周邊綠色交通網路改造計畫 106年11月

宜蘭縣 私人宅 106年11月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 106年度宜蘭市各聯合里路面及排水溝等改善工程 106年11月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金城二路計畫道路(附屬周邊排水系統改善)工程 106年11月

谷關汶山溫泉飯店景觀工程 106年12月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汽車科戶外實習工場地坪整修工程 106年12月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小 風雨廊道(創意綠化花架)新建工程 106年12月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小 106年度整建計畫-北側及西側老舊廁所拆除整地、射箭場106年12月

新竹縣芎林鄉碧潭國小 106年度操場跑道整建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106年12月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遷校工程(建築工程) 106年12月

台燿科技(股) 竹北廠擴廠新建工程 106年12月

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小 大勇國小操場田賽PU場地地坪整修溝蓋更新及環境改善 106年12月

台東縣 建案 107年1月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年1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冷水坑遊客服務站 107年2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苗58線山尾伯公前花台破損等4件改善工程 107年2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卓蘭鎮橫越道路下方小給水路灌溉管涵破損阻礙輸水改善 107年3月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小 運動場PU跑道整修工程 107年3月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106年度地方基層建設零星工程(二) 107年3月

彩 妝 防 滑 水 溝 蓋 - 工 程 實 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