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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實蹟 
Best Practice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起造人 案名 

南山人壽保險(股) 台北市信義區 南山廣場新建工程 

碩河開發(股) 台北市信義區 信義 A7 商業大樓新建工程 

台灣肥料(股) 台北市南港區 經貿段旅館新建工程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微風廣場實業(股) 台北市中正區 台北車站大樓(含微風廣場)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環球購物中心(股) 新北市板橋區 板橋車站大樓(含環球購物中心)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大同區 鄭州路台北地下街 

遠東百貨(股)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遠百購物中心新建工程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廣慈博愛園區公共住宅第 D 標統包工程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廣慈博愛園區公共住宅第 E 標統包工程 

皇家季節酒店(股) 台中市中區 台中李方艾美酒店工程 

新總陽建設 桃園市桃園區 中路一段 56 地號 

立樺建設 台北市北投區 振興段四小段 166-2 地號 

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 左營新庄段六小段 811~819 地號 

南港國際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調車場（單元二） 

南港國際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調車場（單元一） 

群泰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段 62、67 等 2 筆地號一般零售業、事

務所及工商服務業、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兆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民族段 1488 地號等 89 筆地號店鋪、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大盛建設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164.167 地號 

臺北市市場處 台北市萬華區 第一果菜及萬大魚類批發市場 

遠雄建設 台中市梧棲區 鎮南段 97.98.99.100.101 地號 

午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 洲際棒球場園區娛樂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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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經理(股) 台北市大同區 玉泉段一小段 874 等 28 筆地號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青芝段 159-2、159-3 地號住商大樓新建工程案 

寶輝建設 台中市西屯區 惠順 8 地號 

中悅建設開發(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一小段 421,422,424,425 地號 

南山人壽保險(股) 台北市信義區 南山信義廣場 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 

仰德建設(股) 高雄市鼓山區 青海段 553 地號 

興富發建設(股) 台南市安平區 漁光段三期 

潤隆建設 台中市西屯區 惠安段 

吸引力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烏日區 光日段 154 地號購物中心新建工程 

和築建設 高雄市苓雅區 意誠段 

汎陸建設 高雄市前鎮區 獅甲段 

南港輪胎(股)/南榮開發(股)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段新建工程 

竹風建設(股) 新竹縣竹北市 莊敬段 

台灣肥料(股) 台北市南港區 經貿段旅館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三民區 新都段 

達麗建設事業(股) 高雄市前金區 東金段 807-2 地號新建工程 

麗寶建設(股) 新北市新莊區 合鳳段新建工程 

遠雄建設(股) 新北市汐止區 昊天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新莊區 龍鳳段新建工程 

大陸建設(股) 台中市西屯區 惠國段新建工程 

皇翔建設(股) 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段新建工程 

威爾斯物業開發(股)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段 172 地號等 1 筆新建工程 

欣巴巴事業(股) 龜山區善捷段 13 地號店鋪、辦公室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欣寶禾(股) 板橋區板南段 619.620 新建工程 

欣寶禾(股) 板橋區板南段 621.622 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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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富發(股) 高雄市三民區大港段新建工程 

皇翔建設(股) 板橋區民權段新建工程 

大佳國際開發(股)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新建工程 

仰德建設(股) 高雄市鹽埕區 鹽府段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竹北新世紀購物中心(股) 遠東新世紀開發竹北新世紀購物中心新建工程 

榮泰開發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民族段新建工程 

中森建設(股) 新北市林口區 力行段案新建工程 

豐基建設(股) 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段一小段 215 地號新建工程 

勝輝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民族段 126 地號新建工程 

遠雄建設事業(股) 桃園市龜山區 善捷段 216 地號新建工程 

遠雄建設事業(股) 台中市南屯區 豐功段 252 地號新建工程 

匡群實業(股) 桃園市桃園區 中路二段新建工程 

新碩建設(股) 新北市永和區 得和段 961 地號新建工程 

高滿建設 高雄市小港區 廈莊段六筆地號新建工程 

皇翔建設(股) 台北市大同區 市府段三小段基地旅館新建工程 

中國建築經理(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一小段新建工程 

潤泰創新國際(股) 台北市中正區 南海段 22 筆地號新建工程 

新普建設(股) 新北市中和區 民樂段 878 等 37 筆土地新建工程 

寶橋建設(股) 新北市林口區 建林段 349 地號新建工程 

竹風建設(股) 新竹縣竹北市 莊敬段 712 地號新建工程 

大陸建設(股)、厚生(股) 台中市西屯區 惠國段新建工程 

威均建設(股) 桃園市中壢區 青芝段 153 地號新建工程 

卿蓬(股) 花蓮縣花蓮市 明義段 398 地號新建工程 

中茂資產開發(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一小段新建工程 

伍彩企業(股) 台南市安南區 和館段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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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開發(股) 高雄市左營區 新光三越新建工程 

原亘建設 基隆市中正區 港灣段 4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宏泰人壽(股)/愛山林建設(股)/達欣工程(股)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新建工程 

龍騰建設(股) 高雄市鼓山區 青海段新建工程 

福容開發事業(股) 桃園縣桃園市同德段新建工程 

宏泰人壽保險(股)/愛山林建設開發(股)/達欣工程(股)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新建工程 

甲山林建設(股) 高雄市三民區 凱歌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台北市萬華區 漢中段新建工程 

麗寶建設(股) 台南市中西區 臨安段新建工程 

美聯開發(股)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段新建工程 

中茂資產開發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新建工程 

宏泰人壽保險(股)/愛山林建設開發(股)/達欣工程(股)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新建工程 

首泰建設(股)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段新建工程 

臺億建築經理(股) 新北市林口區 麗林段新建工程 

遠雄人壽(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新建工程 

寶贊開發事業(股) 台南市中西區 臨安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苓雅區 林德官段新建工程 

源璟建設(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新建工程 

齊裕營造(股) 高雄市鼓山區 青海段新建工程 

國城建設(股) 高雄市前鎮區 獅甲段新建工程 

厚生建設(股)/大陸工程(股)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段新建工程 

宏盛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淡海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新建工程 

中國建築經理(股) 新北市汐止區 新峰段新建工程 

馥御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新板段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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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豐建設(股) 台中市西屯區 黎明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新板段新建工程 

中國建築經理(股) 新北市汐止區 新峰段新建工程 

國揚實業(股) 新北市汐止區 新峰段新建工程 

首泰建設(股)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段新建工程 

宏盛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淡海段新建工程 

漢翔開發(股) 新北市新店區 北宜段新建工程 

興總建設(股) 高雄市苓雅區 苓洲段新建工程 

名發建設開發(股) 高雄市前鎮區 愛群段新建工程 

英田建設(股) 新北市蘆洲區 正義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苓雅區 林德官段新建工程 

宏泰人壽(股)/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新建工程 

龍騰建設事業(股) 高雄市三民區 大順段新建工程 

大佳國際開發(股) 台北市文山區 木柵段新建工程 

興益發建設(股) 台南市安平區 漁光段新建工程 

築禾建設(股) 新北市蘆洲區 光華段新建工程案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鼓山區 龍中段五期新建工程 

寶贊開發事業(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新建工程 

山璞建設(股) 新竹縣竹北市 莊敬段新建工程 

中悅建設開發(股) 桃園縣桃園市 同德段三期新建工程 

龍騰建設(股) 高雄市鼓山區 青海段新建工程 

森原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沙崙段新建工程 

昭揚建設(股) 桃園縣桃園市 同德段新建工程 

永裕居建設(股) 新北市三峽區 大學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鼓山區 龍中段三期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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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麓建設(股) 新竹縣竹北市 世興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高雄市左營區 新庄十三段新建工程 

寶石建設開發(股) 新北市三重區 二重埔段新建工程 

楊昇建設(股) 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段新建工程 

※消防水力(中繼層)性能評估計算 

起造人 案名 

大陸建設 台北市大安區 共和大廈 

力麒建設 台北市北投區 北投振興段一小段新建工程 

中華工程 新北市土城區 沛波段 106、106-2 地號 

甲山林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江翠段 D3 新建工程 

甲山林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江翠段 F2 新建工程 

甲山林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江翠段 C3 新建工程 

大陸建設 台北市中山區 正義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 台北市南港區 東光段新建工程 

馥華開發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段新建工程 

潤隆建設 台北市文山區 萬芳段二小段新建工程 

麗寶建設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一小段 19.20.435 地號新建工程 

振業化工廠 台北市士林區 百齡段新建工程 

弘華建設 台北市樹林區 博愛段 792、794、795 地號新建工程 

榮泰開發 新北市板橋區 板橋實踐段新建工程 

宏盛建設 新北市淡水區 宏盛蒙德里安 

昭揚建設 桃園市桃園區 昭揚乾坤 

長虹建設 台北市內湖區 長虹天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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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佳國際 台北市文山區 木柵段一小段 130.138.139.143.153 地號 

德士通科技 新北市新店區 莊敬段新建工程 

璞園開發 台北市中正區 仁愛璞園 

勝輝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勝輝鴻磐 

兆晉建設 台北市文山區 水沐青華 

森業營造 台北市中山區 森業永春 A 區 

潤隆建設 新竹市東區 竹科潤隆 

首泰建設 新北市中和區 首泰天喜 

皇翔建設 新北市土城區 永和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 台北市北投區 大業段新建工程 

冠德建設 台北市大安區 捷運科技大樓站-瑞安段 

興富發建設 新竹市東區 光武段 1022 地號新建工程 

岳泰建設 新北市淡水區 海天段新建工程 

寶贊開發 新北市五股區 芳洲段新建工程 

璞園開發 桃園市中壢區 實德璞園的家 

勝輝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 勝輝都匯 

鄉林建設 新北市淡水區 鄉林山海滙 

璞石建設 台北市大安區 璞園信義 

麗盛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大璽 Master One 

順慶建設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新建工程 

達永建設 新北市中和區 達永春嶺 

竹城建設 桃園市龜山區 竹城甲子園 

長榮久盟開發建設(股) 新北市新店區 民權段新建工程 

大師開發(股)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段新建工程 

兆晉建設 台北市木柵區 木柵保儀路案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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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永翠段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淡水段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新竹縣新竹市 光武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新北市板橋區 江翠段新建工程 

能緹精密工業(股) 台南市中西區 康樂段新建工程 

筑丰興業(股) 新北市汐止區 厚德段新建工程 

宸寶建設(股) 台北市萬華區 直興段三小段新建工程 

名發建設開發(股) 台南市安平區 金城段 49 地號新建工程 

三發地產(股) 台南市永康區 橋北段 13、15 地號新建工程 

中森建設(股)/中茂資產開發(股) 新北市新莊區 新莊副都心段案新建工程 

柏谷建設(股) 台南市安南區 和館段 100-1、100-3 地號新建工程 

楊昇建設(股) 台北市松山區 寶清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股)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段新建工程 

樺輝建設(股) 新北市三重區 富貴段 444~446 地號建案新建工程 

喬崴建設(股) 新北市淡水區 海天段新建工程 

三發建設(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段一小段新建工程 

皇翔建設(股) 新北市土城區 福華段 2. 3. 8 等 3 筆地號新建工程 

合眾建築經理(股) 台北市文山區 木柵段一小段新建工程 

臺億建築經理(股) 新北市淡水區 小坪頂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新碩建設(股) 台北市萬華區 新碩建設長沙街案新建工程 

臺億建築經理(股)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市饒河街新建工程 

寶贊開發事業(股) 台南市中西區 臨安段新建工程 

中華映管(股) 桃園縣龍潭鄉 中華映管(龍潭廠)自動撒水設備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 新竹市寶山區 世界先進自動撒水設備 

潤泰創新國際(股) 新北市三重區 三重站捷六基地開發案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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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虹建設(股) 新北市林口區 力行段新建工程 

興富發建設(股) 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新建工程 

贊富建設(股) 台北市大安區 學府段新建工程 

正鎧建設(股) 新北市蘆洲區 正義段新建工程 

宏泰建設(股) 新北市新莊區 副都心新建工程 B 案 

永裕居建設(股) 新北市三峽區 大學段新建工程 

宏泰人壽(股)/愛山林建設(股)/達欣工程(股) 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新建工程 

名發建設開發(股) 新竹縣竹北市 家興段住宅新建工程 

※性能化設計 

起造人 案名 

經濟部 桃園市中壢區 會展中心 

南山人壽保險(股) 台北市信義區 南山廣場新建工程 

行政院經濟部 高雄市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微風廣場實業(股) 台北市中正區 台北車站大樓(含微風廣場)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南市安南區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灣肥料(股) 台北市南港區 台肥旅館新建工程 

遠東百貨(股)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遠百購物中心新建工程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國際航空站松山機場 

台灣肥料(股) 台北市南港區 經貿段旅館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大同區 鄭州路地下街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左營區 高雄巨蛋體育館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環球購物中心(股) 新北市板橋區 台鐵板橋車站(含環球購物中心)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環球購物中心(股)    高雄市    高雄台鐵新左營車站(含環球購物中心)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台中市烏日區 烏日火車站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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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科技大學中正堂 

明緯建設(股)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Ｗ110 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嘉新水泥(股) 新北市八里區 台北港煤倉新建工程 

 

※其他工程 
 

起造人 案名 

三創數位生活園區 台北市中正區 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容留管制計畫及緊急疏散路線圖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台北市中正區 中正紀念堂消防設備暨緊急逃生規劃設計 

統一百華(股) 台北市信義區 統一阪急百貨動態演練及防護計畫 

時代飯店 台北市信義區 W HOTEL 動態演練及防護計畫 

台北 101 金融大樓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 101 金融大樓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市大同區 京站大樓(轉運站)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遠雄建設(股) 台北市南港區 台北新天地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基隆市中正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新建工程全尺寸煙控模擬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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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歷史性文化)建築 
 

起造人 案名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鹿港鎮 鹿港龍山寺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中區  赤崁樓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士林區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中山堂 台北市中正區 中山堂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市大安區 紫藤廬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市信義區 松山文創園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北市北投區 陽明書屋 

 

※特種建築物防災計畫 
 

起造人 案名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南港車站糧倉 U-2 層(地下二樓) 

台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 

台灣鐵路管理局 台北車站改善工程 

環球購物中心(股) 新北市板橋車站大樓(含環球百貨)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台鐵左營車站(含環球百貨) 

台灣鐵路烏日站 台中市烏日火車站 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環狀線 南機廠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松山線 三民站 G22 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松山線 松山站 G21 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信義線 大安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信義線 大安森林公園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環狀線 十四張站 Y7 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環狀線 大坪林站 Y6 新建工程 



                                         

 12 

精湛實蹟 
Best Practice 

※消防細部設計 

 

起造人 案名 

基隆港港務局 基隆港西岸 22 號碼頭貨櫃儀檢站新建工程(屏蔽工程) 

基隆港港務局 基隆港西岸 22 號碼頭貨櫃儀檢站新建工程(儀檢辦公室及月台)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室內裝修工程 

富邦建設(股) 台北市大安區 富邦金融中心大樓室內排煙設備替代暨改善案 

台中女子監獄 台中市南屯區 台中女子監獄擴建房舍工程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西屯區 市政大樓新建工程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議會 

台灣電力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台電新民變電站新建工程 

台灣鐵路管理局 桃園縣楊梅市 台鐵富岡維修基地新建工程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 台中市西屯區 國科會國家網路中心新建工程 

台北 101 金融大樓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 101 金融大樓 用途變更案 

世界貿易中心 台北市信義區 世界貿易中心大樓 用途變更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士林區故宮博物院消防設備及緊急應變中心建置工程 

中央研究院動物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 中央研究院動物中心改善工程 

台北市政府信義區公所 台北市信義區 公所改善工程 

中央警察大學 桃園縣龜山鄉 中央警察大學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松山線松山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松山線三民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環狀線大坪林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環狀線十四張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環狀線南機廠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信義線大安站新建工程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台北大眾捷運 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新建工程 

欣欣戲院 台北市中山區 欣欣戲院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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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戲院 台北市萬華區 國賓戲院增建工程 

今日秀影城 台北市萬華區 今日秀影城擴建工程 

長春戲院 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戲院擴建工程 

學者戲院 台北市中山區 學者戲院擴建工程 

考選部 台北市文山區 考選部電腦機房擴建工程 

中華民國總統府 台北市中正區 中興寓所改善工程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北市北投區 陽明書屋改善工程 

台灣鐵路管理局 台北市中正區 台北車站改善工程 

台北市立興福國中 台北市文山區 興福國中改善工程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市中正區 228 國家紀念館改善工程 

行政院疾病管制局 台北市南港區 行政院疾病管制局改善工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新北市汐止區 經濟部公教住宅大樓改善工程 

皮卡丘遊樂園 台北市士林區 皮卡丘遊樂園臨時性建築物工程 

俄羅斯大馬戲團 台北市中山區 俄羅斯大馬戲團臨時性建築物工程 

桔子旅店 台北市中山區 桔子旅店用途變更案 

財政部國稅局 台中市 中區  國稅局沙鹿稽徵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銅鑼鄉 客家文化中心新建工程 

台中啟明學校 台中市后里區 台中啟明學校增建工程 

台電大樓 新北市貢寮區 核四廠附屬建築物新建工程 

伊銘國際(股) 新北市中和區 伊銘國際中和廠辦新建工程 

福里建設(股) 台北市松山區 慶城街福華大飯店新建工程 

新光人壽(股) 台北市信義區 新光三越百貨 A9 館用途變更案 

新光三越百貨(股) 台北市中正區 新光三越百貨站前店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市中正區 水源劇場用途變更案 

台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 台北市 83 座抽水站危險物品消防改善工程 

實績更新於 2021/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