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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造 價

台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二期 73年度校舍新建工程 19,321,000

基隆市警察局 增建二、四樓辦公廳大樓工程 36,330,000

基隆市警察局 改建一、二樓辦公廳建築工程 23,350,000

台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三期 74年度校舍新建工程 17,950,000

台北市立萬興國民小學 75年度校舍新建工程 48,450,000

台北市立萬芳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29,760,000

台北市立景美女中高級中學 76年度勵學樓重建工程（一期） 14,030,000

台北市立景美女中高級中學 76年度科學大樓新建工程（一期） 18,670,000

台灣電力公司 新天輪工程處志樂引水隧道工程 75,151,036

台北市立景美女中高級中學 78年度科學大樓新建及後續工程 10,480,308

台北市立景美女中高級中學 78年度勵學樓重建及後續工程 11,769,692

台灣電力公司新天輪工程處 天輪後池引水土木工程 26,300,000

遠百花蓮國際大樓 結構補強工程 20,934,900

亞洲水泥 花蓮廠#1、#2包裝機房

亞洲水泥 汐止保養廠廠房

亞洲水泥 預鑄廠生產線工程

亞洲水泥 花蓮廠#3石灰石倉CD軌

亞洲水泥 花蓮廠#3石灰石堆置場

亞洲水泥 百年預拌廠工程

亞洲水泥 林口新建#3機預拌混凝土廠 17,167,500

亞洲水泥 達觀鎮預拌廠工程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重南大樓建築工程 13,500,000

台灣電力公司 大直變電所新建工程 92,402,227

遠東百貨公司 嘉義分公司七樓增建工程 12,442,500

台南良美大樓 電扶梯結構補強 10,946,250

遠東百貨公司 嘉義分公司電扶梯結構補強

遠百企業 永和愛買量販店B1F~B3F工程 21,700,000

亞洲水泥 花蓮廠材料倉庫增建工程

業  主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造 價

亞洲水泥 竹東廠增建廠房 11,535,258

亞洲水泥 花蓮中央控制室

亞洲水泥 林口廠警衛室、圍牆工程

遠東百貨公司 台南公園店電扶梯結構補強 10,914,000

台灣電力公司 花蓮鳳林超高壓變電所 172,500,003

遠百企業 板新店機車停車場

遠百企業 板新店生鮮處理區工程

豫章工商 學校教室

萬盛證券 林肯大廈15~16F外觀工程

亞洲水泥 基隆研磨廠包裝機房

亞洲水泥 花蓮港#8碼頭

基隆醫院機電中心新建工程 26,450,000

花蓮分公司國際大樓921結構補強 35,500,000

高雄辦公大樓及倉庫新建工程 294,500,000

中山區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97,800,000

亞泥布袋港儲運站基椿土木工程

嘉惠電力公司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89,439,000

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59,000,000

中沙D/S變電所設計統包工程 167,500,000

綠水樓結構補強及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10,309,164

員工職眷宿舍土建工程

懷寧大樓1至3樓暨城中分行裝修工程 43,626,255

仁愛樓校舍修復補強工程 10,051,712

仁愛院區整修工程 28,340,000

                   和平島公園週邊環境改善第二期工程 32,340,000

         本校老舊校舍整修補強工程 54,000,000

和平島公園週邊環境改善第三期工程 24,840,000

全家福五股廠新建土建工程 14,700,000

湖口訪八廠OE五樓增建工程 27,700,000

臺灣優衣庫西門店整修工程 47,000,000

行政院衛生署

遠東百貨公司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政府

亞洲水泥

嘉惠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亞東紀念醫院

台灣電力公司

台北市萬芳國民小學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土地銀行

台北市逸仙國民小學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基隆市政府

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基隆市政府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優衣庫有限公司

新北市消防局 新店分隊新建工程 101,400,000

履約實績-天南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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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造 價

64,740,000

工  程  名  稱

新進教師及學人宿舍新建工程

103年度香山院區修繕工程

竹南發貨中心倉庫新建工程

業  主

國立臺灣大學

財圑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工 程 造 價業  主 工  程  名  稱

履約實績-天南營造

29,190,000

145,190,000



portfolio

5,176,500

業  主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造 價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儲蓄部裝修工程 13,110,000

遠東百貨公司 泰山物流倉庫整修工程

好樂迪 台中 KTV 設計裝修工程

春天百貨 6F裝修工程 8,500,000

銀線麵包 裝修工程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三重分行裝修工程 7,950,000

遠東百貨公司 寶慶分公司7F裝修工程 24,000,000

遠東百貨公司 中壢分公司B2F、9F裝修工程 20,950,000

遠東百貨公司 台南分公司B1F、1F裝修工程

遠東百貨公司 台南成功店B1F裝修工程 6,000,000

江蘇無錫市無錫商業大樓 無錫百貨公司B1F~6F設計裝修工程 210,000,000

遠東百貨公司 台南成功店B2F裝修工程 33,448,000

遠東百貨公司 永和愛買裝修工程 11,850,000

台灣電力公司 大直D/S變電所裝修工程 7,000,000

萬盛證券 辦公室設計及裝修工程 7,060,000

美商全國人壽台灣分公司 設計及裝修工程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基地台裝修工程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基地台6F、7F、8F裝修工程 13,545,000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3,104,000

遠揚建設 9,100,00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板橋基地台3F裝修工程

高雄亞太中心裝修工程

板橋2F辦公室裝修工程 17,535,00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板橋DATACENTER2內裝工程 9,450,000

亞東紀念醫院 亞東醫院新大樓B1、14F內裝工程 19,600,000

遠東FETG 板橋辦公室裝修工程

亞東紀念醫院 遠洋世界花園B1、B3實品屋

遠東百貨公司 高雄亞企中心內裝工程 9,100,000

亞東紀念醫院 亞東醫院新大樓B114F內裝追加工程

大都市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南崁經國路內湖巴黎裝修工程 5,367,000

履約實績-現代設計

8,767,500

業  主 工 程 造 價

大都市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433,000

大都市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7,295,600

四維路鞠公館

美國在台協會

11,700,000

6,200,000

9,771,000

工  程  名  稱

花蓮海洋休閒館裝修工程

花蓮海洋休閒館內裝工程

高雄CSI辦公室第一期裝修工程

台北辦事處陽明山宿舍裝修工程

舊屋設計改建

高雄CSI辦公室第二期裝修工程

新屋裝修

面試窗戶安裝工程

基隆CSI辦公室裝修工程

SOGO百貨BR4 City Super設計案

嘉義分公司1F~4F設計及裝修案

復興大樓1F~3F商業空間設計及裝修

H63.65.66裝修工程

史坦威鋼琴展售中心設計裝修

員工職眷宿舍土建工程 4,880,000

土城紀公館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遠東大都會

功學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功學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在台協會

功學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在台協會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台北辦事處陽明山宿舍裝修工程

YAMAHA音樂教室南京分校設計改建

4,540,000

5,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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