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名稱

事業單位名稱

（104建101）安康段倉庫新建工程
欣龍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誠正國中105年度校舍外牆整修（莊敬有
恆博愛敬業自強勤學）及遮陽設施改善（ 麒燿營造有限公司
敬業有恆）工程
（100建311）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
（102建079）臺北榮民總醫院門診大樓
新建工程
（104建035）水綠清翫住宅大樓新建工
程
（103建023）北都汽車南港據點新建工
程

停工日期

復工或復工
停工範圍
審查日期

停工原因

105/10/02

105/10/08 屋頂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05/10/02

105/10/17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理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0/05

105/10/12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1

105/10/20 北側西向施工架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105/10/11

105/10/12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07

105/10/11 1樓大門不鏽鋼窗作業

MT北側、東側外牆施工架及Cube1樓至3
樓挑空區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MT北側、東側外牆施工架及Cube1樓至3樓挑空區
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
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北側西向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線路跳接
（共20台）
已發生職業災害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內湖麗山國中西側排水改善工程

好記營造有限公司

105/10/13

105/10/13 管道工程施工區

（103建225）木柵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113）家宏建設永吉路新建工程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3
105/10/14

105/10/28 外牆施工架
105/10/14 地下1樓版、電梯機坑

（102建245）安縵莊園大樓新建工程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6

105/10/19 外牆施工架

（104建129）富御苑新建工程
（100建303）林森北路119巷71號新建工
程
（102建239）元隆建設碧湖段5小段83地
號新建工程
成淵高中校園優質化工程第一期暨培英樓
外牆整修工程
（104建239）惠宏開發西寧南路新建工
程
(104建238)嘉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房屋新
建工程
七病房整修工程

欣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6

105/10/18 2樓樓板邊緣及車道上緣。

本工地室內施工架區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
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
墜設施
1樓夾層樓板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南側外牆施工架、電梯井及管道間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及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
上下設備。
未設防墜設施
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不含屋突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2樓樓板邊緣及車道上緣未有防護。

新第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8

105/10/24 8樓至7樓雨庇、7樓夾層。

8樓至7樓雨庇、7樓夾層開口無防護。

利霖實業有限公司

105/10/18

立壇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0

成功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5/10/24

富康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6

105/11/22 停車機坑、大門出入口

高差2公尺以上無安全防護、高差1.5公尺以上無上下設備

久仲泰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5

105/11/04 "外牆施工架(七病房

勤務隊宿舍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立工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5

105/10/27 外牆施工架(勤務隊宿舍)

2公尺)，2樓東側平台。"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漢中街116號1至5樓裝修工程

英屬維京群島商得第一室內裝修股份有
105/10/11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5/10/24 室內施工架。

北安路578巷8弄17號裝修工程

大立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5/10/12

105/10/21 1樓夾層樓板。

（104建268）天母（大）新建工程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09

105/10/17 南側外牆施工架、電梯井及管道間。

金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2

105/10/18 外牆施工架。

拓福營造有限公司

105/10/13

105/10/24 屋突及全區外牆施工架

（102建040）士林區永新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3建237）馥裕軒建設石牌案新建工
程

(102建239)臺北市內湖區江南街96巷11號
受檢事業單位發生勞工墜落受傷之職業災害。
所設置之機械停車設備。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倫理樓露臺施工架無安全
105/10/26 全區外牆施工架、倫理樓露臺施工架。
上下設備。
本工地第3層支撐至地下3樓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
105/10/27 本工地第3層支撐至地下3樓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05/11/04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1至9樓樓梯間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職務官舍後陽台整修工程

鍾汶達（即佐佐木室內裝修工程行）

105/10/25

105/10/27 外牆施工架。

（103建065）安家MORE新建工程

安家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26

105/10/28 本工地1至9樓樓梯間

臺北市立內湖高工105年度行政大樓外牆
遠征營造有限公司
及鋁窗整修工程

105/10/26

105/11/03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103建250）僑駿建設北投開明段新建
工程

有程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3

105/11/04 樓梯外側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樓梯外側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法務部廉政署辦公廳舍遷移整修工程
（103建051）衡億建設有限公司住宅新
建工程
（103建051）衡億建設有限公司住宅新
建工程
（105拆091）三豐建設重慶昌吉案工程
（104建218）螽慶股份有限公司-士東路
案新建工程

升皇營造有限公司

105/10/26

105/11/04 本工程4樓無障礙廁所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捷辰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105/10/25

105/10/27 2樓全區。

2樓板開口無防護。

立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25

105/10/27 2樓全區。

2樓板開口無防護。

都懋企業有限公司

105/10/31

105/11/02 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墜設備

同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0/26

105/11/03 本工地東南隅排樁帽樑、東南隅開挖面。 本工地東南隅排樁帽樑開口無防護、開挖面未設擋土設施。

（101建248）華和大湖朕寶新建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1

105/11/03 1樓及外牆施工架

（103建240）銘基建設桃源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1

105/11/03 外牆施工架、1樓露臺區。

和平東路3段1號巷口裝修工程

伊太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105/11/02

105/11/11 外牆施工架開口

（104建227）104建字第227號新建工程
（103建086）華固新天地SOHO特區新
建工程

業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3

105/11/14 2樓全區。

本工地1樓及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
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1樓露臺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2樓樓板開口未設防護。

蘇林子（即宏佳鷹架行）

105/11/03

105/11/04 外牆施工架

未設防墜設施

和平東路3段341巷27號3樓裝修工程

天龍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105/11/03

105/11/15 陽台窗框

天母燕京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帝佑營造有限公司

105/11/03

105/11/07 外牆施工架及1樓車道頂板。

市定古蹟西門紅樓八角樓修復工程

忠煌營造有限公司

105/11/05

105/11/14 外牆施工架

（104建122）永楊建設長安段B案新建工
慧安營造有限公司
程

105/11/02

105/11/06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後樓梯2至5樓。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後樓梯2至5樓開口無防護。

欣亞月子護理中心結構補強工程

約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5/11/07

105/11/18 4樓樓板周邊開口、1樓樓梯口開口

（104建256）李淑娟自宅新建工程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7

105/11/09 西南隅開挖面(無擋土設施部分)。

（103建168）北碁建設石潭段住商大樓
新建工程

亞記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5

105/11/07 外牆及天井施工架。

（101建036）耕曦大樓新建工程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6

105/11/18 天井施工架

（103建215）禾碩墨花香大樓新建工程

金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6

105/11/21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文林路144巷8號裝修工程

生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5/11/09

105/11/10 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陽台窗框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及1樓車道頂板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4樓樓板周邊開口、1樓樓梯口開口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未
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或張設防護網之設
施。
外牆及天井施工架未有防護。
本工地天井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5建026)國都汽車Lexus濱江據點新建
工程
（104建015）靜心集新建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212）台北市信義區松徑豐邑新
建工程
（102建111）華聯開發、萬協實業台北
市中正段新建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09

105/11/11 第3層安全支撐。

第3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105/11/13

105/11/17 外牆施工架

未設防墜設施

大豐建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5

105/11/22 全棟樓梯間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有防護設備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6

105/11/21 全區施工架

內外側未有交叉拉桿、下拉桿，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3建262）台灣蘭麗長壽馥新建工程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7

（103建190）樓燕如住宅新建工程
民權西路2至8號房屋拆除工程
（103建245）道明外僑學校第二期新建
工程
北安路578巷8弄15號裝修工程

百鵬營造有限公司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7
105/11/16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6

鄭錦松

105/11/16

（104建011）新安路新建工程

瑞家營造有限公司

105/11/17

（103建128）瞿蔡富利新建住宅工程

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105/11/17

僱用勞工於北側及西側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105/11/2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11/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本工地修女宿舍4樓採光罩及行政大樓挑空 本工地修女宿舍4樓採光罩及行政大樓挑空區排架開口無防
105/11/18
區排架。
護。
105/11/21 1樓高度2公尺以上合梯。
使用合梯進行高處作業。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2 2樓板、1至2樓樓梯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1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3樓陽台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18 本工地2樓以上無安全護欄開口處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1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3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2 1樓版全區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11/21 北側及西側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中正忠孝橋引橋拆除及周邊平面道路路型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改善工程

105/11/18

（102建253）文德段新建工程

總行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富康營造有限公司

105/11/21

國洲石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105/11/2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105/11/22 外牆施工架及室內樓梯(1至6樓)。

外牆施工架及室內樓梯(1至6樓)開口無防護。

仁仁營造有限公司

105/11/21

105/11/23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105/11/2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1/20

105/11/21 中年級棟3樓無安全護欄開口處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9

105/11/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4建065）利冠奕品竹華廈新建工程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2

105/11/21 外牆施工架

（103建113）家宏建設永吉路新建工程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0/14

105/11/24 1樓板全區、汽車升降機坑、地下室全區

（104建112）誼聯建設東籬案新建工程

大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23

105/12/05 全區施工架

（102建335）新美齊新象山新建工程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1/18

105/11/30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3建056）信義謙石住宅大樓新建工
程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23

105/11/25 地下2樓滯洪池檢修平台。

（103建139）北投區三合段71-0地號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38)嘉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房屋新
建工程
（103建102）首泰開發三悉風昀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102）首泰開發三悉風昀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219）良茂建設新建工程
（103建209）首泰開發三悉磊若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082）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
學遷校校舍新建工程暨附設地下停車場（
建築工程）
（101建227）虹光國際集合住宅大樓新
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高差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2樓滯洪池檢修平台開口無防護。

（104建036）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
（104建033）大采田新建工程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嘉盛營造有限公司

105/11/26
105/11/26

105/11/30 主球場屋頂邊緣開口。
105/11/29 樓梯間施工架。

（104建162）哈密街住宅新建工程

久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28

105/12/06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

（104建008）文山區興安段268集合住宅
恒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5/11/22

105/11/25 7樓以上外牆及內牆施工架

（104建291）TOYOTA士林營業所新建
工程

東煌營造有限公司

105/11/27

未設防墜設施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4

薩摩亞商華永國際廚衛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3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2樓移動式施工
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2樓移
105/11/30
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
動式施工架。
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5/11/26 2公尺以上外牆施工架開口處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12/06 工區地下1-3樓（含筏基）。
筏基內防水作業使用33-34%二甲苯未確實通風。
本工地體育棟2-3樓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105/12/12 體育棟2-3樓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12/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華山5號通風建築物整修工程

伸鹿營造有限公司

105/11/25

（104建125）松山寶清案新建工程
（104建111）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
學遷校工程(建築工程)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純福教會裝修工程
（104建223）和裕投資松江路辦公大樓
新建工程
（104建231）禾家傳動科技新建工程
（101建301）中正晏京大樓新建工程
（102建296）德運京鼎新建工程
（104建211）宏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085）保誠興業北投秀山段221、
222地號住宅新建工程

潤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1/30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3

105/12/05 2樓鋼樑。

2樓鋼樑開口無防護。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宏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5
105/12/02
105/12/03

105/12/07 全區屋頂。
105/12/06 外牆施工架
105/12/06 本工地天井施工架。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6

105/12/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12/06

105/12/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屋頂鋼樑開口無防護。
未設防墜設施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鋼索嚴重扭曲變形
西側陽臺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地下2樓至地上4樓樓梯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
設置工作臺。

木柵段庫房防水暨室內外裝修改善工程

吉寬營造有限公司

105/12/06

105/12/08 2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開口處

104年校本部校區建物防水暨外牆整修工
程
（103建022）全坤威峰新建工程
民生東路2段119號7樓之2裝修工程
（102建191）莊萬賀等7人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3建240）銘基建設桃源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八湧營造有限公司

105/12/09

105/12/14 外牆施工架

宇盛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王薇婷（即巨廣室內裝修工程行）

105/12/09
105/12/12

105/12/14 全坤建設貴陽街新建工程A棟塔吊作業
105/12/23 西側陽臺。

一大營造有限公司

105/12/08

105/12/19 2樓樓板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13

105/12/28 A棟地下2樓至地上4樓樓梯間

敦化南路1段165號裝修工程

維客達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5/12/16

105/12/20 室內合梯

大程營造有限公司

105/12/17

105/12/20 停車設備機坑內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

（103建273）大磊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3建145）九昱晴美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4建187)鼎佑新月新建工程
（103建157）萬華車站交一BOT新建工
程
（102建313）松仁路伍層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本局辦公大樓部分東面及北、西面外牆整
修工程案

主球場屋頂邊緣開口未有防護。
樓梯間施工架未有防護。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
備。

停車設備機坑內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千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18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18

屋突層、乙樓梯（12樓至屋頂）及汽車升 屋突層、乙樓梯（12樓至屋頂）及汽車升降機坑施工架開口無
105/12/20
降機坑施工架。
防護。
105/12/21 2至4樓樓梯、地下1樓樓梯及4樓陽臺。
2至4樓樓梯、地下1樓樓梯及4樓陽臺開口無防護。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2/19

105/12/29 外牆施工架及北側1樓雨庇。

冠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0

105/12/22 全區牆施工架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14

105/12/16 東面、北面1至5樓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及北側1樓雨庇開口無防護。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東面、北面1至5樓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2建156）國立台灣大學新建教師及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3

105/12/27 外牆施工架

（101建301）中正晏京大樓新建工程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5

105/12/29 西側外牆施工架。

（104建8888）普立斯國際開發旅館新建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5/12/23

105/12/26

（105建057）樂揚然花苑新建工程

弘甫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3

105/12/27 安全支撐中間柱交流電焊機（共5部）

97年兩廳院屋瓦改善工程後續維護作業

鴻地工程有限公司

105/12/30

106/01/19 國家戲劇院屋頂

百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12/31

106/01/0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欣旺營造有限公司

105/12/31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9

106/01/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
105/12/30
置失效。
焊機(共10部)。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105/12/29

（103建239）住豪建設住安中研新建工
程
（103建272）鴻海南港大別墅新建工程
（104建218）螽慶股份有限公司-士東路
案新建工程
（102建027）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擴建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104建035）水綠清翫住宅大樓新建工
程
（104建122）永楊建設長安段B案新建工
程
國光臺北車站東一門轉運站
（104建149）陳奕穎等三名房屋新建工
程
（103建169）興富發建設南港三期興中
路案新建工程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

105/12/30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6/01/03
公司

106/01/06 地下3層支撐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慧安營造有限公司

105/12/27

106/01/04 天井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源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1/05

禾昌營造有限公司

106/01/06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07

成餘大樓外牆更新工程

勤實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2

（103建258）北投區三合段74-0、75-0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4

（100建255）御品行館新建工程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1/14

（103建145）九昱晴美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千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3

（102建252）新生五金工廠新建工程

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3

敏行工程有限公司

106/01/13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3

國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0

國光臺北車站東一門轉運站

源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8

吉林路456巷5-9號外牆裝修工程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8

（104建111）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
學遷校工程(建築工程)
（104建111）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
學遷校工程(建築工程)
（102建136）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營業所改建工程

4樓樓板、4樓樓梯、外牆施工架、1樓樓
板及地下2樓排風機室管道。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西側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4樓樓板、4樓樓梯、外牆施工架、1樓樓板及地下2樓排風機室
管道開口無防護。
安全支撐中間柱交流電焊機（共5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失
效。
僱用勞工於國家戲劇院屋頂從事屋瓦維護作業，高差超過1.5公
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B1樓至6樓樓梯、2樓至6樓前陽臺、6樓電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9
梯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0 A棟16樓至22樓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3 全區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7 1樓至3樓樓板、全區樓梯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全區南向陽台、全區西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3
側樓梯間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9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8 全區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6 行政棟1樓室內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行政棟外牆施工架、一般教室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6
及幼兒園屋頂。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1 2樓板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2/10 北側外牆施工架(3樓)及3樓屋突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3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1/06 風雨走廊、轉運站3F

力方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1/20

106/01/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20

106/03/14 1樓會議室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1/20

106/01/25 東側4樓外牆施工架。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6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3

（104建246）都美艷新建工程

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1/23

(103建195)璞元內湖大樓新建工程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7

大安區市民大道4段10號裝修工程

歐米工程有限公司

106/01/20

（102建267）文心心白住宅新建工程

友聯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106/01/21

（104建269）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住宅新建工程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1/19

（105建009）榮曜建設龍山段新建工程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106/02/04

（103建055）志嘉水曜新建工程

利嘉營造有限公司

106/02/06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2/10 汽車升降機坑施工架、捷運側天井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06/02/02

106/02/02 高度2公尺以上燈具外部。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2/08

106/02/14 地下2樓樓板、地下3樓施工架。

地下2樓樓板、地下3樓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02/08

106/02/10 2樓樑模。

2樓樑模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2座室內樓梯（1樓至屋頂）、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4建126）詮達基河新建工程
（104建138）旭隼科技內湖大樓新建工
程
（100建232）國家會展中心（南港展覽
館擴建）建築工程
（104建138）旭隼科技內湖大樓新建工
程
（104建068）國立臺灣大學卓越三期研
究大樓（鄭江樓）新建工程

「2017臺北燈節」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整
加樂世創意展演企業行
體規劃與委託服務勞務採購案
（104建092）根協股份有限公司金泰段
加固營造有限公司
94地號新建工程
(105建026)國都汽車Lexus濱江據點新建
華源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0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5 北棟大樓外牆施工架(南側)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交流電焊機(14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交流電焊機(14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
106/01/26
部)。
障。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19 車道左側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3/08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4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1/23 地下1樓樓梯、車道區、樓板中開孔。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 對勞工於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其自
106/02/07
焊機(共8台)。
動電擊防止裝置失效，無法正常作動。

（101建313）青霖建設石潭段新建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09

2座室內樓梯（1樓至屋頂）、外牆施工
106/02/13
架。

（103建190）樓燕如住宅新建工程

百鵬營造有限公司

106/02/07

106/02/09 停車機坑施工架

（103建303）台北市士林區芝蘭段曹宅
住宅新建工程

寬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09

106/02/14 1至3樓樓梯

（102建196）正隆羅斯福路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0

106/02/13 全區施工架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於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04建020）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大樓二
期新建工程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2/08

106/02/24 地下4樓施工架、1樓門廳出入口施工架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於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停車機坑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停車機坑施工
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1至3樓樓梯場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4建020）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大樓二
期新建工程
（104建02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館
與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03建313）國立臺灣大學卓越聯合中
心新建工程
（105建032）中正藝邸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漢中街69號裝修工程

勇祥企業有限公司

106/02/08

106/02/09 6樓外牆施工架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2

106/02/15 屋突平台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2

106/02/16

1樓走道施工架、屋頂施工架、2至3樓樓
梯間施工架、6樓至屋頂樓梯間

合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3

106/02/14 全區施工架

法農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6/02/13

106/02/20 2樓及3樓樓板。

僱用勞工於6樓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搭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平台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走道施工架、屋頂施工架、2至3樓樓梯間施工
架、6樓至屋頂樓梯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1樓走道施工架從
事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2樓及3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錦西街24號裝修工程

廖順合

106/02/14

106/02/24 外牆雨疪

（103建177）台灣人壽博愛路地上權案
新建工程

銓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鈺通)

106/02/15

106/02/23 全區外牆施工架、5樓露臺、7樓露臺

(103建306)君奕建設-頁城中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5

106/02/21

(104建075)嘉春建設中正區河堤段新建工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6/02/16

106/02/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立法院院區建築物外牆整修工程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106/02/18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6/02/21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9

僱用勞工於西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
106/03/08 西側外牆施工架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2至7樓南側挑空區、地下室機械停車設備 本工地2至7樓南側挑空區、地下室機械停車設備機坑開口未防
106/03/07
機坑
護、未設上下設備。
106/03/01 外牆施工架(全區)
未設防墜設施

大程營造有限公司

106/02/19

106/02/24 B棟外牆施工架。

B棟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19

106/02/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文暉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2/22
106/03/01

106/03/01 外牆施工架。
106/03/06 全區施工架、停車機坑施工架

臺北科技大學中正紀念館中正廳整修工程 應州工程有限公司

106/03/06

106/03/13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施工架)處。

瑞雲街52號外牆防水工程

106/03/08

106/03/15 外牆施工架

106/03/09

106/03/16 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且無安全上下設備。
本工地全區施工架、停車機坑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103建271）豐楠開發德行東路新建工
程
(102建032)永綺事業政大段新建工程
（103建273）大磊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2建311）興富發建設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三小段267-1、267-7等2筆住商大
樓新建工程
（100建322）偉源潭美段新建工程
（104建065）利冠奕品竹華廈新建工程

李昭蕊

安居街84巷9號至15號樓梯外牆修繕工程 展昊工程有限公司
（104建006）筑丰興業筑丰艾美新建工
程
(104陽建001)北投曹列炳竹子湖新建工程
國泰御園A棟頂樓烤漆包板整修工程
（103建265）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新建工程
(104建102)昇陽延平南路新建工程
（105建037）新北建設內湖新建工程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全區施工架、6樓樓板、4樓管道間開口、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2至5樓垃圾管道開口、3至4樓B樓梯
施工架內側未設交叉拉桿、下拉桿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1

106/03/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樂達金屬工程有限公司

106/03/07
106/03/08

未設防墜設施
屋突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2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106/03/13
106/03/15

106/03/16 外牆施工架
106/03/13 屋突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F棟6樓電梯口及1樓施工
106/03/15
架。
106/03/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03/16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0部）。

外牆施工架、F棟6樓電梯口及1樓施工架未有防護。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0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跳接。

玉成、南京抽水站附屬設備更新工程

大將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5

106/03/27 2公尺以上施工架開口處。

（105建201）遠雄賦邑H137新建工程

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3/16

106/03/17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6部）。

（102建296）德運京鼎新建工程

宏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4

106/03/16 北向1至2樓外牆施工架

永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7

106/03/21 室內及外牆施工架

麗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5

106/03/20 全區地下室

國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8

閤洛工程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106/03/14

鼎川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建築「臺灣大學公共宿
舍」部分空間中央棟整建營運工程
（103建098）T1萬國禱告殿基督教大內
之光國度工人培訓中心新建工程
（102建136）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營業所改建工程
華晶科技台北堤頂大樓外牆整建工程
（103建163）大竑地產安西街93、95號
非歷史建築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4建255)三境建設延平北路住宅大樓新
境安營造有限公司
建工程
（105建152）臺北市市場處所屬公有環
南市場工程主體工程
國道3號北上23k+800指南路穿越橋N(無
名溪橋(N)PN1橋墩基礎保護工程
（104建017）博泓白金苑新建工程
（105建052）濱江街汽車修護廠新建工
程
武昌街2段71號裝修工程
（105建201）遠雄賦邑H137新建工程
(105建043)林宅住宅新建工程
（102建311）興富發建設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三小段267-1、267-7等2筆住商大
樓新建工程
（103建235）宋國賢房屋新建工程
（103建209）首泰開發三悉磊若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102）首泰開發三悉風昀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102）首泰開發三悉風昀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104建238)嘉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房屋新
建工程
(106拆012)長春段二小段541、541-1地號
拆除工程
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場滯洪池新建
工程
（104建020）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大樓二
期新建工程
（104建068）國立臺灣大學卓越三期研
究大樓（鄭江樓）新建工程

106/03/21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6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跳接。
對勞工於北向1至2樓外牆施工架高差1.5公尺以上之場所，未
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僱用勞工於室內及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構臺通往第2層安全支撐鋼樓梯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106/03/17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室內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1樓至屋突樓梯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106/03/24 1樓至屋突樓梯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屋突及6樓至屋頂樓梯、屋頂電梯平台開
外牆施工架、屋突及6樓至屋頂樓梯、屋頂
106/04/05
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電梯平台
之防墜設施。
106/03/27 外牆施工架

勇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2

106/03/27 中間樁續接電焊機(共6部)。

祥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3/22

106/03/23 PN1橋墩1.5公尺上下作業

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3/17

106/03/28 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開口無防護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4

106/03/29 大底板

第3層安全支撐通往大底板無安全上下設備

張正明
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力佑國際營造有限公司

106/03/24
106/03/26
106/03/30

106/04/19 外牆施工架。
106/03/28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電焊機(共6部)
106/04/06 基礎區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上下設備。
連續壁鋼筋籠組立電焊機(共6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本工地基礎區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31

106/04/13 外牆施工架外牆施工架及B1、B2樓梯

外牆施工架外牆施工架及B1、B2樓梯開口無防護

協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7

106/03/2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8

106/04/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國洲石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8

106/04/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3/28

106/04/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富康營造有限公司

106/03/30

106/04/20 汽車停車坑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

內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5

106/04/17 外牆施工架

王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5

106/04/24 吊料開口處。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8

106/04/11 天井區施工架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8

106/04/12

2樓空橋、S2樓梯間及北棟南區外牆施工
架

中間樁續接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線路跳接。

本工地汽車停車坑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天井區施工架未在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公尺與結構
物連接。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一零一上暘工程事業有限公司

106/04/13

106/04/17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屋頂貓道型鋼及7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7樓室內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本工地實品屋屋頂、接待中心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
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9

106/04/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9

106/04/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嘉盛營造有限公司
伊太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16
106/04/13
106/04/18

106/04/18 外牆施工架
106/04/21 外牆施工架
106/04/19 西南側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西南側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順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19

106/04/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力方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0

106/04/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一大營造有限公司

106/04/19

106/04/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許蓮池（即弘光工程行）

106/04/21

106/04/25 施工架工作臺上層

106/04/21

106/04/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04/17

106/04/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04/23

106/04/25 外牆施工架

106/04/26

106/04/28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6/04/17

106/04/2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04/29

106/05/03 地下2樓取土口、1樓中庭門型架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30

106/05/09 B棟1樓至8樓南側樓板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4/30

106/05/04 外牆施工架

恒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30

106/05/02 外牆施工架。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5

106/04/27 5樓及6樓

本工地地下2樓取土口、1樓中庭門型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B棟1樓至8樓南側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貼磁磚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
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5樓及6樓開口無防護

三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6

106/05/01 B棟屋頂鋼樑。

B棟屋頂鋼樑開口無防護。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5

106/05/0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永樹營造有限公司

106/04/26

106/05/03 天井施工架、外牆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4建041）國立臺灣大學宇宙學大樓
新建工程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8

106/04/18 屋頂貓道型鋼及7樓室內施工架

中山北路2段136號旁樣品屋工程

仲瑩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6/04/11

106/04/18 實品屋屋頂、接待中心外牆施工架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13

106/04/18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3建156 ）台北市北投區西園街新建
工程
建成花園大廈C棟外牆及電梯廳修繕工程
（103建063）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營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067）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營住
宅新建工程
（104建033）大采田新建工程
和平東路3段1號巷口裝修工程
虹彩大樓外牆整修工程
(103建213)內湖區東湖段五小段8-0地號
新建工程
（103建208）中華民國農會台北大樓新
建工程
（102建191）莊萬賀等7人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西區水管橋設施改善工程

（104建135）品嘉建設北投大業邸新建
尚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3建227）新潤寶清案新建工程
揚潤營造有限公司
（103建141）長虹天蔚集合住宅新建工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0建322）偉源潭美段新建工程
文暉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103建255）廣運建設清泉.時尚住宅新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04建113）崑逸開發榮星段集合住宅
台新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4建140）國美奇岩B館新建工程
（104建016）文山區興安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4建008）文山區興安段268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066）八德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105建085）華陽汽車士林廠、馬自達
三和汽車士林3S點新建工程
（103建199）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新建工程
（103建121）太旭建設美仁段二小段
486-1等13筆地號新建工程

民生辦公大樓外牆柱體金屬包板更新工程 台灣南海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9

106/05/14 外牆施工架

（103建259）民生日月新建工程
（103建259）民生日月新建工程
健康路325巷25弄10號等8筆房屋拆除工
程
(103建138)成都路萬華區福星段四小段
561-0，562-0地號新建工程

衍誠有限公司
騰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4/29
106/04/29

106/05/03 外牆施工架
106/05/02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外牆施工架未
在垂直5.5公尺，水平7.5公尺內與構造物連接。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統園工程有限公司

106/05/02

106/05/0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無安全上下設備

欣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02

106/05/08 外牆、屋突及樓梯間施工架。

外牆、屋突及樓梯間施工架未有防護。

（104建203）立農段四小段26-0地號新
建工程

真理營造有限公司

106/05/02

106/05/10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採購大樓辦公廳舍整修工程採購案

泰億營造有限公司

106/05/03

106/05/05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5/04

"1.三樓樓梯轉角外牆開口處。
2.四樓頂樓升降機路開口處。"
天井施工架、電梯井施工架、4樓至10樓
106/05/12
格子樑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天井施工架、電梯井施工架、4樓至10樓格子樑2公尺以
上開口未防護。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06

106/05/12 屋頂板、1樓挑高區平臺

本工地屋頂板、1樓挑高平臺開口未防護。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106/05/05

106/05/22 屋突外牆施工架

（104建8888）普立斯國際開發旅館新建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5/05

106/05/09 屋突外牆施工架

屋突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3建153）北投區鄭宅重建工程

順隆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5/10

（103建233）昇陽漢口街案新建工程

辰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0

士林重陽橋機車引道彎度過大改善工程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1

（103建006）山岳建設內湖文湖段新建
工程
（104建223）和裕投資松江路辦公大樓
新建工程
大稻埕分行大樓外牆整建更新工程

（103建255）廣運建設清泉.時尚住宅新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03建227）新潤寶清案新建工程
揚潤營造有限公司
直轄市定古蹟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臺北支
潤昶有限公司
店修復再利用暨攝影文化中心工程案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至地上3樓樓梯間從事營
106/05/19 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至地上3樓樓板 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106/05/1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5/11 PB8基礎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106/05/10

106/05/16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05/10

106/05/15 外牆施工架

106/05/11

106/05/12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施工架)處。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第三層支撐從事水電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
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建107）世新大學增建工程

縱橫營造有限公司

106/05/13

106/05/16 第三層支撐

西區水管橋設施改善工程

許蓮池（即弘光工程行）

106/05/15

106/05/22 施工平台上層

106/05/05

106/05/18 1樓樓板

未設防墜設施

106/05/14

106/05/22 天井區牆施工架

於天井區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4建097)馥揚建設師大芯集合住宅新建
三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4建038）陳永松等1名集合住宅新建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4建065）利冠奕品竹華廈新建工程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0

106/05/17 外牆施工架。

（101建085）太子華威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8

106/05/25 B棟天井施工架。

B棟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光華數位新天地屋頂防水工程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22

106/05/31 中控室屋突

（103建150）林芬如農舍新建工程
（103建051）衡億建設有限公司住宅新
建工程
環亞大樓外牆修繕工程
（北市都建字第10167546200號）王朝大
酒店外牆修繕工程
（104建227）104建字第227號新建工程
（104建017）博泓白金苑新建工程
（103建177）台灣人壽博愛路地上權案
新建工程
（103建166）樂揚建設中山文華案新建
工程
（104建019）太平洋建設汀州路新建工
程
（103建199）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新建工程
（103建265）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新建工程
(104建278)僑洋建設(舊莊街)新建工程
（105建091）藝能大樓耐震補強暨外借
臺北市立大學國際學生宿舍裝修工程
（99建357）國廷建設中山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5建190）臺北醫學大學玻璃屋新建
工程
（104建226）太平洋蒔景新建工程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9

106/06/02 外牆施工架及2樓室內施工架

東和公園更新工程
（104建208）達麗建設信義區永吉2新建
工程
（104建275）CZ210標大安老人服務暨
日間照顧中心新建工程
（106建018）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二
大樓四樓機房增建工程
（104建215）天母（小）新建工程
（105建102）私立再興中學幼兒園暨小
學校舍新建工程
（105建066）八德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103建258）北投區三合段74-0、75-0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68）天母（大）新建工程
（103建063）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營住
宅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中控室屋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及2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立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5/24

106/05/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嘉順營造有限公司

106/05/23

106/05/25 北側外牆施工架

北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百鹿企業有限公司

106/05/23

106/05/3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金富譽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5/27
106/05/26

106/06/09 外牆施工架、2樓羽毛球館施工架
106/05/31 外牆施工架

銓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鈺通)

106/05/24

106/05/26 全棟樓梯間。

長立工程有限公司

106/05/26

106/05/31 外牆施工架

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5/22

106/05/23 地下4樓東側樑模

外牆施工架、2樓羽毛球館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全棟樓梯間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地下4樓東側樑模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1

106/06/03 2樓陽臺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4

106/06/08 C棟外牆及室內施工架。

C棟外牆及室內施工架未有防護。

元洲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4

106/06/0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逢昌營造有限公司

106/06/04

106/06/07 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晉福營造有限公司

106/06/04

106/06/16 2樓至地下7樓及15樓至屋突樓梯

本工地2樓至地下7樓及15樓至屋突樓梯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天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5

106/06/07 RF樓板、2樓及3樓樓梯。

RF樓板、2樓及3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1樓開挖支撐及其周邊區域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2樓陽臺開口無防護

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6

106/06/12 1樓開挖支撐及其周邊區域。

福慶工程有限公司

106/06/07

106/06/07 東一區2公尺以上鋼構區

寶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8

106/06/20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9

106/06/13 2、3樓北側陽台

本工地2、3樓北側陽台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仕達營造有限公司

106/06/12

106/06/22 全區施工架、3F至4F樓梯。

全區施工架、3F至4F樓梯未防護。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7

106/06/12 外牆施工架及1樓電梯井施工平臺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10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11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10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7

外牆施工架及1樓電梯井施工平臺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東側外牆施工架、2樓雨遮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106/06/13 RF樓鋼承板
RF樓鋼承板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A棟西側陽台2樓至9樓、D棟西側陽台4樓至9樓、D
A棟西側陽台2樓至9樓、D棟西側陽台4樓
棟東側4樓至9樓樓板、D棟8樓至9樓樓梯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106/06/14 至9樓、D棟東側4樓至9樓樓板、D棟8樓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至9樓樓梯處
備。
106/06/1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6/06/09

106/06/14 D棟屋頂板

16樓全區施工架及管道間、15及16樓樓
梯。

16樓全區施工架及管道間、15及16樓樓梯未防護。

106/06/19 東側外牆施工架、2樓雨遮

D棟屋頂板開口無防護

（105建056）文山區華興段三小段286-0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號等7筆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06/15

106/06/20 1樓樓板及地下1樓樓板

僱用勞工於1樓樓板及地下1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及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06/16

106/06/23 第2層支撐

本工地第2層支撐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6年度建成圓環整建工程

廣聯營造有限公司

106/06/17

106/06/19 臨時分電盤之使用。

（103建227）新潤寶清案新建工程
（102建026）和暘建設虎林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揚潤營造有限公司

106/06/18

106/06/21 全區外牆施工架

潮濕場所使用電動機具，未於各分電路設置具有高敏感度，能
確實動作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19

106/06/23 B棟全區施工架。

B棟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4建059）敦南樂高新建工程

篁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16

106/06/19 南側2樓板

僱用勞工於南側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105建026)國都汽車Lexus濱江據點新建
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20

106/06/26 2樓至4樓全區施工架(含樓梯)。

2樓至4樓全區施工架(含樓梯)開口未防護。

106年度東區河濱公園土木預約維護工程 鋐城營造有限公司

106/06/22

106/07/06 頂樓防水施工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於高差超
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中正路627、629號外牆修繕工程

106/06/26

106/07/03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06/28

106/06/30 吊修孔開口處。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於高差超
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6/28

106/06/30 3樓

3樓鋼承板開口無防護

吉進營造有限公司

106/06/28

106/07/17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07/01

106/07/03 B棟1樓

本工地B棟1樓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
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7/07 4樓施工架。

4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陳明雄

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場滯洪池新建
王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4建235）宏普建設蘭雅段大樓新建
工程
中山北路7段190巷110號裝修工程

（104建229）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614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新建工程
（104建035）水綠清翫住宅大樓新建工
程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6/07/05
公司

新店溪景美雨水抽水站排水淨化處理工程 台灣鼎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7/05

106/07/07 前處理池單元開挖區及礫間槽區。

（104建252）士林基督長老教會教育館
新建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台灣動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04

106/07/06 地下1樓

於地下1樓板至1樓施工構臺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長興場池頂加蓋等工程

宜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7/06

106/07/07 靠辛亥路，水平西水池鋼構。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103建190）樓燕如住宅新建工程

百鵬營造有限公司

106/07/12

106/07/19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社子島社臨4抽水站屋頂漏水改善案

仲齊工程有限公司

106/07/12

106/07/26 屋頂防水工程

大度配水池暨加壓站新建工程

泰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12

106/07/13 窨井樓梯上方屋突處

（102建026）和暘建設虎林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3建113）家宏建設永吉路新建工程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15

106/07/21 A、B棟外牆施工架

A、B棟外牆施工架未設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15

106/07/18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設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格致路及東山路附近地區分管網工程（湖
神緯營造有限公司
山路附近地區）

106/07/14

106/07/18 污水管架橋墩區。

（104建005）吉林段新建工程

106/07/17

106/07/19 B2梯1樓至11樓、1樓甲梯

106/07/16

106/07/20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6/07/18

106/07/25 2樓樓板、樓梯

2樓樓板、樓梯開口無防護

日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19

106/07/26 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至3樓電梯口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至3樓電梯口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7/19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4建8898）捷運新莊線大橋頭站聯合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案
（105建062）李朝昇等2名集合住宅新建
展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104建003）鄭鐘亮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09）華碩電腦辦公大樓新建工
程
（103建075）將作城心新建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B2梯1樓至11樓、1樓甲梯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騰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21

艋舺助順將軍廟(晉德宮)第一期修復工程 永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22

（104建227）104建字第227號新建工程

金富譽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24

（103建246）聚展建設社正路新建工程
臺北榮民總醫院第一門診大樓外牆美化工
程
（103建237）馥裕軒建設石牌案新建工
程
（104建143）合矩建設北投區行義段住
宅新建工程
（103建282）大可山石新建工程
（103建121）太旭建設美仁段二小段
486-1等13筆地號新建工程

佑福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7/25

二區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使用之電焊機
二區連續壁鋼筋籠組立作業使用之電焊機（共12部）
（共12部）
106/07/28 本工地全區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7/26 全區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106/08/04 全區外牆、室內施工架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08/01 屋突層、7至10樓施工架。
屋突層、7至10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樸石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106/07/25

106/07/2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拓福營造有限公司

106/07/25

106/08/0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臺北市莒光路13號1~7樓外牆修繕工程

106/07/20

5樓樑模、4樓天井、2至4樓電梯直井施工
106/07/28
平臺。
106/08/03 A棟天井施工架。
屋突施工架、全棟天井施工架、汽車升降
106/08/03
機坑施工架

裕泰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7/25

邦華營造有限公司

106/07/29

永樹營造有限公司

106/07/28

銓星營造有限公司

106/08/01

106/08/03 外牆施工架

106/08/01

106/08/04 外牆施工架

106/07/24

106/09/22 天橋外牆整修工程

（105建032）中正藝邸集合住宅新建工
全信得興業有限公司
程
中正樓往動力中心及門診天橋外牆整修工
廣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台北市士林區中庸五路新建工程

工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8/02

106/08/15 屋突層樓板

（105建188）銘傳大學台北校區新建無
障礙昇降工程

福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8/02

106/08/11 全區電梯機坑施工架

106/08/01

106/08/04 6樓屋頂

106/08/03

106/08/08 1樓板及地下室模板支撐施工平臺。

致遠一路2段70巷7號5樓加蓋屋頂修繕工
鍾文備（即巨暘企業社）
程
（103建297）台灣蘭麗長壽馥新建工程 春本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4建148）同豐永實業汀洲路案新建
工程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05

106/08/10 1樓入口處、天井區、12樓南側施工架

（104建8168）山丘小墅新建工程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05

106/08/11 甲區2樓板、乙區1樓板

5樓樑模、4樓天井、2至4樓電梯直井施工平臺開口無防護。
A棟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
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屋突層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電梯機坑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設置安
全上下設備。
本工地6樓屋頂未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度三十公分以上
之踏板、裝設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1樓板及地下室模板支撐施工平臺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1樓入口處、天井區、12樓南側施工架從事營建施
工管理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本工地甲區2樓板、乙區1樓板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2建280）廣銘碧湖銘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6/08/05

106/08/08

106年度聖靈寺防水工程

陳尚騰（即鴻鑫防水工程行）

106/08/03

106/08/23

大同配水池及加壓站第三座新建工程

泰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08

106/08/11

（104建059）敦南樂高新建工程

篁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09

106/08/11

（104建215）天母（小）新建工程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10

106/08/14

106年校史室兼會議室及屋頂防漏整修工
程
106年B2棟廁所整修及D棟校舍耐震補強
工程
（103建236）茂楷建設福華路新建工程
建成大樓拆除及後續簡易綠美化工程
（104建099）楊昇建設饒河街新建工程

東伸營造有限公司

106/08/11

106/08/15

錦江營造有限公司

106/08/11

106/08/15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順營造有限公司
楊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15
106/08/15
106/08/16

106/08/18
106/08/17
106/08/21

106年度四維樓牆面整修工程案

百輝營造有限公司

106/08/16

106/08/29

（106建099、106建179）景美開發羅斯
福路六段新建工程

晉福營造有限公司

106/08/17

106/08/18

A棟10樓至11樓樓梯、A棟9樓以上外牆施 本工地A棟10樓至11樓樓梯、A棟9樓以上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
工架
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聖靈寺北側1樓屋簷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北側管溝
下設備。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南側1樓至7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
全區外牆施工架、南側1樓至7樓陽臺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僱用勞工於C棟屋頂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
C棟屋頂板
以上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外牆施工架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3樓至5樓陽台及4樓電梯口。
3樓至5樓陽台及4樓電梯開口未防護。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4至8樓鋼樓梯、4樓以上鋼構區
鋼樓梯開口未確實防護
僱用勞工於司令台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
司令台外牆施工架
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西側導溝開口未防護、未設上下設備、垂直深度在1.5公尺以上
西側導溝
未設擋土支撐
1至2樓全區施工架、AB區屋突施工架、B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區電梯井

（105建066）八德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19

106/08/23

（104建205）承璽建設立農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21

106/11/17 所有地面作業

（105建066）八德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德進工程有限公司

106/08/23

（101建085）太子華威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8/23

（105建107）世新大學增建工程

鑫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8/27

（104建208）達麗建設信義區永吉2新建
寶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3建313）國立臺灣大學卓越聯合中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心新建工程
採購大樓辦公廳舍整修工程採購案
（105建052）濱江街汽車修護廠新建工
程
（101建089）臺北市立動物園熱帶雨林
室內館新建工程
（103建242）開京建設內湖西湖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190）臺北醫學大學玻璃屋新建
工程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
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僱用勞工於A棟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樓梯1至13樓、東側陽臺2
A棟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樓梯1至13樓、東
106/08/31
至13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
側陽臺2至13樓
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停車機坑施工架、地下1樓樓板從事模板拆除等作
106/08/31 停車機坑施工架、地下1樓樓板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08/28 10樓以上車道（防火填塞施作區）

106/08/29

106/09/04 全區外牆施工架、管道間

106/08/30

106/09/01 1樓及地下1樓戶外鋼梯。

泰億營造有限公司

106/08/30

106/09/14 北側貨梯井1至3樓開口。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4

106/09/07 地下1樓至地上5樓機械停車坑。

地下1樓至地上5樓機械停車坑開口未防護。

同順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1

106/09/07 尾巴鋼構區施工架。

尾巴鋼構區施工架未有防護。

偉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2

106/09/08 天井及屋突施工架

本工地天井及屋突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
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天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6

106/09/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開口未防護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1樓及地下1樓戶外鋼梯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教育部本部辦公大樓耐震補強及屋頂防水
工程
(105建169)辛亥路新建工程
（104建281）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社會
福利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都建字10569411100號）電話、電報大
樓外牆拉皮整建工程
（101建250）崇仰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69）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237）馥裕軒建設石牌案新建工
程
（104建140）國美奇岩B館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4樓、5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
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施工架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屋突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4樓西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側擋土樁施工平臺及南側開挖面開口無防護。

壬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6

106/09/08 4樓、5樓外牆施工架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7

106/09/11 全區施工架。

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7

106/09/08 屋突板

嘉崴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09/06

106/09/08 2~4樓西側外牆施工架

巴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0

106/09/15 北側擋土樁施工平臺及南側開挖面。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9

106/09/11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翔工程有限公司

106/09/07

106/09/1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7

106/09/22 A、B棟外牆施工架

106拆字第0076號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1

106/09/20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5建109）復北二期新建工程
（104建135）品嘉建設北投大業邸新建
工程
（103建253）暉騰建設三合段新建工程
(105建163)文山區政大段四小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2

106/09/14 外牆施工架及電梯開口。

A、B棟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及電梯開口未有防護。

尚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2

106/09/19 無障礙樓梯

無障礙樓梯開口無防護

助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2

106/09/1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崇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9/03

106/09/05 A、B棟4樓外牆施工架及樓板四周區域

未設防墜設施

磐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7

106/09/19 第三床鋼筋籠組立作業電焊機(共6部)

採購大樓辦公廳舍整修工程採購案

泰億營造有限公司

106/09/12

（103建253）暉騰建設三合段新建工程
（104建8898）捷運新莊線大橋頭站聯合
開發案
（103建232）弘深企業有限公司內湖區
康寧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018）唐禧建設承德路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4建223）和裕投資松江路辦公大樓
新建工程
（104建035）水綠清翫住宅大樓新建工
程
（103建273）大磊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4建116）大將開發南海段住宅新建
工程

極順企業有限公司

106/09/17

第三床鋼筋籠組立作業電焊機(共6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未正常
作動。
大門口旁2樓樓梯口開口處、頂樓客梯機房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09/14
樓梯開口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09/2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李國良宏康工程行

106/09/11

106/09/19 外牆施工架(含雨遮、窗戶)

未設防墜設施

地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19

106/09/29 4樓以上全區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優寶營造有限公司

106/09/16

106/09/2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21

（103建251）臺北市中正區水源路四五
期整宅新建工程

106/09/26 1樓所有施工架。

1樓所有施工架未有防護。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6/09/22
公司

106/09/27 3樓至7樓陽台。

3樓至7樓陽台開口未防護。

大程營造有限公司

106/09/23

106/09/27 A棟外牆施工架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23

106/10/05 外牆施工架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09/24

106/09/26 A棟8~13樓及B棟天井區外牆施工架

（103建266）南昌路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易山營造有限公司

106/09/26

106/09/27 導溝區

（105建106）華固名鑄大樓新建工程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01

106/10/05 A棟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A棟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8~13樓及B棟天井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雇用勞工於導溝區從事營建管理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
置安全上下設備。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5建100）產學營運中心大樓新建統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包工程
喬美旅店裝修工程
十大營造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222號4樓拆除及
伊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裝修工程

106/10/07

106/10/12 2樓及3樓板

106/10/06

106/10/11 外牆施工架

106/10/10

（104建217）潤泰北投奇岩新建工程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0/13

（103建259）民生日月新建工程
（104建208）達麗建設信義區永吉2新建
工程
(104建278)僑洋建設(舊莊街)新建工程
（102建311）興富發建設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段三小段267-1、267-7等2筆住商大
樓新建工程
（104建037）萬華區民和街81巷新建工
程

簡阿義（即義祥工程行）

106/10/16

（105建162）中山段商辦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305）臺北市安康市場基地新建
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100建18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
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105建190）臺北醫學大學玻璃屋新建
工程
巨龍大廈外牆整修工程
民權東路2段113巷4號外牆修補工程

4樓拆除及裝修工程

僱用勞工於2樓及3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僱用勞工於北側、南側天井施工架及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
106/10/16 北側、南側天井施工架及全區外牆施工架 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106/10/19 A1樓梯（5樓至屋頂）。
A1樓梯（5樓至屋頂）開口無防護。

寶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18

106/10/2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元洲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10/20

106/10/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26

106/10/31 A棟樓梯及1樓施工排架。

A棟樓梯及1樓施工排架未有防護。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26

106/11/0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28

106/10/30 2樓板

本工地2樓板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
全帶之防墜設施。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0/30

106/10/31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01

106/11/08 西南側電梯鋼樑及西側3樓看臺

西南側電梯鋼樑及西側3樓看臺開口無防護

天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03

106/11/16 室外樓梯（1樓至3樓）、2樓西北側露臺

室外樓梯（1樓至3樓）、2樓西北側露臺開口無防護

樸石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106/11/02

106/11/08 全區外牆施工架

林國程

106/11/01

圖書館校區科技學院建築外牆防水整修工
中華威霸營造有限公司
程
（104建048）游文彬及游世全住宅新建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6/11/08
106/11/08

B1東側圍牆含屋突外牆施工架及B2全區外
未設防墜設施
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外牆竹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106/11/22 外牆施工架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
106/11/13 2樓板
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機械停車升降坑道施工架及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
機械停車升降坑道施工架及北側外牆施工
106/11/28
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
架
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106/11/15 外牆施工架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地下1樓汽車昇降機、地下1樓電梯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
106/11/14 地下1樓汽車昇降機、地下1樓電梯
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106/11/16 外牆施工架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大阪商船東側及南側2至4樓吊料口、地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6/11/15
室南側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106/11/10 外牆施工架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11/06 外牆竹架

（104建155）林俊興長安東路案新建工
程

美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11/08

（104建282）新富長安段新建工程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1

（105建202）長安東路合建案新建工程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1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06/11/12

潤昶有限公司

106/11/08

國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0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4

106/11/15 外牆施工架(含屋突)。

外牆施工架(含屋突)未有防護。

裕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0

106/11/1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程
直轄市定古蹟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修復再利用暨攝影文化中心工程案
（102建136）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營業所改建工程
（104建072）佑昌建設福星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3建289）信義臻品新建工程

（97建688）國際複合式商務大樓新建工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4建299)伯大尼兒少家園院舍大樓新建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6/11/15

106/11/20 13至37樓天井施工架區。

本工地13至37樓天井施工架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11/05

106/11/08 1樓板

未設防墜設施

（105建045）攝影棚新建工程

建坤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8

106/11/26 1樓及電梯井內施工架、鋼構四週及鋼梯。 1樓及電梯井內施工架、鋼構四週及鋼梯未有防護。

（105建109）復北二期新建工程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7

106/11/27 外牆施工架

（103建015）大安路新建工程

炬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9

106/11/22 天井施工架

中山北路1段137號1至4樓室內裝修工程

匠成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6/11/18

106/11/27 2-4樓電梯及樓梯

（105建207）大龍段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135)興德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1/25
106/11/23

106/11/29 汽車昇降機坑
106/11/27 2樓板四周及樓梯

（104建269）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住宅新建工程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2

106/12/04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變使（准）第181號）瀚寓酒店整
修工程

鼎如工程有限公司

106/12/01

106/12/0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建049）崇仁路家族住宅新建工程

富麗營造有限公司

106/12/05

106/12/07 全區施工架、6樓陽臺

（104建8168）山丘小墅新建工程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9

106/12/25 甲、乙棟外牆施工架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6

107/02/13 地下室所有使用合梯作業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11

106/12/15 5樓至8樓施工架。

5樓至8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安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5

106/12/07 西側外牆施工架。

西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新時代鋼架股份有限公司

106/12/10

106/12/12 鋼構區。

文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12/06

祥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13

106/12/21 外牆施工架、6樓至20樓。

外牆施工架、6樓至20樓管道開口無防護。

十大營造有限公司

106/12/14

106/12/18 南側外牆施工架

南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106/12/22

106/12/25 地下3樓支撐通道。

（103建141）長虹天蔚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3建236）茂楷建設福華路新建工程
經濟部工業局信義辦公大樓建築物及外牆
磁磚整修工程
北投站增設出入口與忠孝新生站增設電梯
改善工程
（104建26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
局與消防局龍山分隊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106變使（准）第181號）瀚寓酒店整
修工程
喬美旅店裝修工程
（105建192）泰禾基河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僱用勞工於全區施工架、6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甲、乙棟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
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發生勞工墜落之重大職業災害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樓梯間施工架、北向挑空區施工架、9樓至10樓露
樓梯間施工架、北向挑空區施工架、9樓至 臺區施工架、9樓挑空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
106/12/15
10樓露臺區施工架、9樓挑空區施工架
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設
置安全上下設備。

（103建096）勤樸臻藏大樓新建工程

璞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23

107/01/02 外牆施工架

（100建007）中原街46號新建工程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23

107/01/12 2-7樓東向造型樓板、5-7樓樓梯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12/26

106/12/28 南側外牆帷幕施工架。

碧泉營造有限公司

106/12/21

106/12/27 外牆施工架

展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6/12/26

107/01/08 外牆及屋突施工架、3樓至5樓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6/12/27

107/01/05 汽車昇降機車台板

（103建287）永紅大直B3商場旅館新建
工程
（106建088）莊公館電梯增建工程
（105建062）李朝昇等2名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3建113）家宏建設永吉路新建工程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2-4樓電梯及樓梯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汽車昇降機坑開口未防護
未設防墜設施

地下3樓支撐通道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通知書及復工申請書1份。
本工地2-7樓東向造型樓板、5-7樓樓梯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
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及屋突施工架、3樓至5樓樓板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
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汽車昇降機車台板開口無防護

（103建183）陳明貴等6名集合住宅新建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6/12/31

107/01/10 外牆施工架、各樓層露臺

南港公園更新工程（第一期）

107/01/02

107/01/29 涼亭

107/01/04

107/01/09 外牆施工架

未設防墜設施

107/01/04

107/01/19 2樓陽臺

2樓陽臺開口無防護

107/01/04

107/01/11 1樓戶外梯及7樓施工架。

1樓戶外梯及7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上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52之1號2-4樓裝修工
研舍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4建208）達麗建設信義區永吉2新建
寶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4建143）合矩建設北投區行義段住
飛發營造有限公司
宅新建工程

外牆施工架、各樓層露臺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害之虞，高差2公尺以上
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作業未設安全上下之設備。

大同配水池及加壓站第三座新建工程

陳守政（即守信模板企業社）

107/01/04

107/01/18 閥井C

(106拆045)第一學生宿舍拆除重建工程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1/06

107/01/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1/07

107/01/16 東、南兩側7樓施工排架。

東、南兩側7樓施工排架未有防護。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07

東側4樓2公尺以上合梯、東、南兩側7樓
107/01/16
施工排架。

東側4樓2公尺以上合梯未有防護，東、南兩側7樓施工排架未
有防護。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0

107/01/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5變使准193）外牆立面變更工程

建程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1/10

107/01/15 外牆施工架

（101建215）廖春明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67）啟邑建設北投區行義段六
樓住宅新建工程

成功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0

107/01/16 外牆施工架及3樓樓板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及3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1

107/01/15 R1F至R2F施工架。

R1F至R2F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4建123）士林中正路新建工程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4

107/01/19 全區外牆施工架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4

107/01/17 管道間、西側電梯井。

松信營造有限公司

107/01/12

107/01/15 外牆施工架

（100建232）國家會展中心（南港展覽
館擴建）建築工程
（100建232）國家會展中心（南港展覽
館擴建）建築工程
（104建072）佑昌建設福星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106雜013）園區水保設施改善工程－
600噸蓄水池新建工程
（104建275）CZ210標大安老人服務暨
日間照顧中心新建工程
（104建282）新富長安段新建工程
（104建281）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社會
福利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242）開京建設內湖西湖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中央北路4段416.418號外牆整修工程
（104建155）林俊興長安東路案新建工
程
（104建070）台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100）產學營運中心大樓新建統
包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館大樓外牆、圓頂
及迴廊更新工程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8

107/01/2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管道間、西側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1樓梯廳從事水電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使用合
梯。
本工地1樓排架鋼構及1樓移動式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
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20

107/01/22 外牆施工架

聚益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107/01/18

107/01/22 全區2公尺以上合梯作業。

偉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23

107/01/24 1樓排架鋼構及1樓移動式施工架

蔡昆芳

107/01/24

美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1/25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7/01/23

107/01/25 外牆施工架
工地1樓至地下1樓樓梯（後梯）及外牆施
107/02/01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工架
本工地A棟2樓結構體周邊開口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107/01/26 A棟2樓結構體周邊開口。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30

107/02/02 2樓至8樓室內施工架。

2樓至8樓室內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捷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1/30

107/02/0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3建182）新光人壽承德企業大樓新
建工程

勝堡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1/10

107/12/06 外牆石材維修作業。

（104建032）大安森霖新建工程

洲義營造有限公司

107/02/01

107/02/12 外牆施工架、管道間。

107/01/30

107/02/0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7/01/30

107/02/0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7/02/01

107/02/13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及屋突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及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
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鋼骨樓梯未有防護。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程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陳明揮（即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程
（103建183）陳明貴等6名集合住宅新建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管道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5建288）南港經貿段案商辦大樓新
建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外牆整修工程
（105建058）中山區正義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1

107/02/05 鋼骨樓梯。

長陽工程有限公司

107/02/02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6

（104建093）富豊南昌案新建工程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1

（103建151）中正文華新建工程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2/02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6

107/02/06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5樓以上全區（含5樓）、外牆施工架、停
107/02/27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車機坑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地下2樓、地下3樓、屋突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
107/02/05 地下2樓、地下3樓、屋突南側外牆施工架 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
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3置料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107/02/06 屋突3置料區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地下2樓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上下
107/02/08 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地下2樓施工架
設備。

林嘉聰（即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07/02/06

107/02/08 外牆施工架及地下1樓

外牆施工架及地下1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天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9

107/02/13 2樓圓形花圃

2樓圓形花圃開口無防護

利眾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2/09

107/02/13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2/10

107/02/24 9樓

9樓鋼承板開口無防護

王民男（即中新工程行）

107/02/13

107/02/22 2樓東南向室內施工架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3

107/02/27 外牆施工架(內湖路2段103巷74-76號)

威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3

107/02/26 2樓至15樓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6

107/03/06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105建127）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
宅統包工程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4

107/02/26 外牆施工架、挑空區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挑空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105建128）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
宅統包工程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4

107/02/26 13樓板、挑空區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13樓板、挑空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03/01

107/03/1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3建313）國立臺灣大學卓越聯合中
心新建工程
（103建313）國立臺灣大學卓越聯合中
心新建工程
（105建190）臺北醫學大學玻璃屋新建
工程
（106雜009）寶血女修會宿舍增建電梯
工程
（105建129）遠東百貨信義A13購物中心
新建工程
（103建6688、103建6699）南山廣場新
建工程
內湖路2段103巷50-76號外牆更新工程
（104建240）家格建設大安區瑞安段新
建工程
（103建083）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興建工
程（北基地）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陳明揮（即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程

僱用勞工於2樓東南向室內施工架從事護欄設置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內湖路2段103巷74-76號)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2樓至15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程

107/03/01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2/27

中央北路3段16巷口旁大樓外牆修繕工程 吳光平
（都建字10569411100號）電話、電報大
嘉崴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樓外牆拉皮整建工程
（105建207）大龍段住宅新建工程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7/03/02
107/03/07

（104建025）國美奇岩A館新建工程

107/03/10

(105建169)辛亥路新建工程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02

十字樓橫段噪音防治、廣場意象等修繕工
上友營造有限公司
程

107/03/13

（105建220）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新建
工程

107/03/13

宜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3/1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107/03/08 外牆施工架。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03/30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東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107/03/14 東側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03/09 4樓板四周、樓梯
未設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車道施工架、北棟、南棟天井施工架及屋
地下1樓車道施工架、北棟、南棟天井施工
107/03/15
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
架及屋突施工架
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3/15 全區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1樓施工架、5樓樓梯、5樓機械停車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
本工地1樓施工架、5樓樓梯、5樓機械停 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
107/03/22
車。
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
備。
僱用勞工於斜屋頂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上未先規劃安全通道，未於斜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107/03/08 斜屋頂
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未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
網等防墜設施、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
上下設備。
107/03/15 原臥龍街開挖區
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
落之虞時，未確實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
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僱用勞工於地下2樓傳料口、地下2樓至地下1樓樓梯及地下1樓
107/03/19 地下3樓至地下1樓
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
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中庭木竹平台修繕
峰承有限公司
工程

107/03/05

大安和平東路3段（原臥龍街）路型改善
調整工程

好記營造有限公司

107/03/13

（105建192）泰禾基河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107/03/14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06

107/03/13 外牆施工架全區

未設防墜設施

陳明揮（即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107/03/10

107/03/1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捷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10

107/03/1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13

107/03/17 天井施工架

（103建015）大安路新建工程

炬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19

107/03/22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103建246）聚展建設社正路新建工程

佑福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3/20

107/03/23 A樓梯6樓至11樓、B樓梯1樓至11樓

LEXUS辦公室裝修工程

玖永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7/03/20

107/03/22 1至4樓所有使用合梯作業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僱用勞工於A樓梯6樓至11樓、B樓梯1樓至11樓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以
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107/03/21

107/03/23

（104建095）三豐建設大同區延平段新
建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館大樓外牆、圓頂
及迴廊更新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館大樓外牆、圓頂
及迴廊更新工程
（104建180）維正建設信義段新建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外牆更新工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程

南側外牆施工架（含全工區外牆施工架拆
南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除作業）

（104建300）國賓大理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71）義翔建設開發行善路新建
工程
（104建242）大千百貨修建工程

107/03/22

107/03/23 屋突2樓至3樓樓梯

屋突2樓至3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20

G、H棟2、3樓樓板邊緣及H棟2-3樓樓
107/03/26
梯。

G、H棟2、3樓樓板邊緣及H棟2-3樓樓梯未有防護。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26

107/03/28 西側電梯及中間柱

西側電梯及中間柱開口無防護

大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26

107/03/28 施工架(全區)

直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3/28

107/03/31 基礎工程。

（106建186）寶舖建設羅斯496案新建工
寬立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7/03/26

107/03/28 棄土坑

未設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基礎工程（安全支撐）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地樑）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棄土坑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設上下設備、未
設擋土支撐。
發生勞工受傷職業災害。
本工地天井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6建059）大安路住宅新建工程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建成分行B1及2樓裝修工程 ?方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07/04/02

107/04/11 2公尺以上作業。

（103建276）莊雅清住宅新建工程

麗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07

107/04/26 天井施工架

（104建059）敦南樂高新建工程

篁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11

107/04/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康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11

107/04/17 2至4樓鋼承板及外牆施工架。

2至4樓鋼承板及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上升營造有限公司

107/04/14

107/04/16 6、8、9樓

本工地6、8及9樓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福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13

107/04/17 1樓北側開挖面。

1樓北側開挖面開口無防護。

榆莊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生亞工程有限公司

107/04/12
107/04/12

陳金註(即金昌工程行)

107/04/20

107/04/23 2樓屋頂

（106雜036）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支援設施開發計畫興建營運移轉案新建工 同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7/04/19

107/04/23 全區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35部)

（103建09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23

107/04/30 A棟外牆施工架

（104建248）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土地
新建工程

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19

107/04/23 車道施工架。

（103建6688、103建6699）南山廣場新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07/04/20

107/04/27

林心瑜（即廣威工程行）

107/04/30

107/05/03 外牆施工架

文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4/27

107/04/30 南側外牆施工架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4/29

107/05/03 北側外牆施工架

台灣動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01

107/05/07 外牆施工架。

（106雜029）科技群賢老舊公寓增設電
梯新建工程
（106建205）ATT大直敬業三路購物中心
修建工程
（106建053）大安區懷生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天閣酒店華山館裝修工程
天閣酒店華山館裝修工程
延平北路2段90號屋頂修繕工程

新生南路3段19巷17、19號外牆修繕工程
（104建26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
局與消防局龍山分隊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104建300）國賓大理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4建252）士林基督長老教會教育館
新建工程

2樓至8樓板
2樓至8樓板

(103建6688、建6699)南山廣場新建工程
所有吊掛作業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2樓屋頂作業未設置防止踏穿設施或裝設
安全網或使用安全帶。
工區連續壁鋼筋籠電焊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故障。
勞工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A棟外牆施工架作業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僱用勞工於車道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設置安全
上下設備。
107/04/20(103建6688、建6699)南山廣場新建工程因以起重機
從事帷幕外牆燈具檢修作業，造成於起重機具之搭乘設備內之
勞工受傷職業災害。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吉美大安花園外接待中心裝修工程
吉美大安花園外接待中心裝修工程

瞬宇企業有限公司
創意家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司

107/05/01
107/05/01

107/05/09 1樓鋼構組配電焊機（3台）
107/05/09 2樓至4樓

（104建272）築翫建設光華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02

107/05/07

（103建183）陳明貴等6名集合住宅新建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7/05/02

107/05/09 外牆施工架、機械停車坑。

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2公尺以上合
梯）。

1樓鋼構組配電焊機（3台）未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2樓至4樓鋼樑開口無防護、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地下1樓使
用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合梯進行高處作業。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機械停車坑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102建280）廣銘碧湖銘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5建018）樂利路新建工程
吉美大安花園外接待中心裝修工程
（105建020）成德天主堂及幼兒園改建
工程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05/03

107/05/08 B棟全區樓梯間

B棟全區樓梯間開口未防護

富麗營造有限公司
鷹竹企業有限公司

107/05/05
107/05/04

107/05/08 天井施工架
107/05/09 外牆施工架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05

107/05/17 地下2樓中間柱、採光井

（105建162）中山段商辦大樓新建工程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05

107/05/14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

（104建023）巨流河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春越營造有限公司

107/05/08

107/05/11 外牆施工架開口

（105建107）世新大學增建工程
（105建129）遠東百貨信義A13購物中心
新建工程
（103建115）台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七小
段132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案工程
（106建066）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達人
女子高級中學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
（103建242）開京建設內湖西湖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世仁營造有限公司

107/05/09

107/05/10 停車機坑、外牆施工架

政龍油漆工程行

107/05/06

107/05/10 11樓。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地下2樓中間柱、採光井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停車機坑、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2公尺以上之處所(11樓)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
設置工作臺。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13

107/05/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寶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05/13

107/05/16 1樓室內施工架及3、4樓樓板開口。

1樓室內施工架及3、4樓樓板開口未有防護。

偉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13

107/05/16 所有外牆施工架。

所有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深美～七張161KV輸電線路＃13、＃
14B、＃16B、＃17、＃18鐵塔基礎（含 煇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裝建）及地下電纜管路工程（第一工區）

107/05/14

107/05/17 #16B開挖區

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
落之虞時，未確實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
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至善公園更新工程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107/05/15

107/05/21 公共廁所鋼構區及西側涼亭之施工架

萬華區康定路289號看板骨架工程

洪堯油

107/05/15

107/05/17 3樓屋頂板

（105建196）岦基建設廈門街住辦大樓
新建工程

永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05/16

107/05/21 西側陽台開口部分

（104建251）文化富星住宅新建工程

捷信營造有限公司

107/05/16

107/05/21

（103建151）中正文華新建工程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5/17

（103建287）永紅大直B3商場旅館新建
工程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5/19

（106建205）ATT大直敬業三路購物中心
上升營造有限公司
修建工程

107/05/19

（103建275）開寀文山案新建工程

107/05/22

安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10樓夾層施工
架、地下室車道入口。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3樓屋頂板從事看板骨架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
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度2公尺開口部分未設置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5/22 4樓以上南側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1樓鋼樓梯、3樓貓道、6至8樓鋼樓梯及管道間、4至7樓
1樓鋼樓梯、3樓貓道、6至8樓鋼梯及管道
貨梯區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
107/05/24
間、4至7樓貨梯區施工架
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05/24 東側外牆施工架
東側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7/06/12 外牆施工架

（106建006）徐麗華士林區天山段新建
工程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21

107/05/24 外牆施工架

（100建007）中原街46號新建工程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20

107/05/28 2樓至6樓陽臺及廁所

（105建152）臺北市市場處所屬公有環
南市場工程主體工程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20

107/05/22 1樓電梯井、屋突2樓板

紹興南街18號之1拆遷戶房屋復原工程

吳福慶

107/05/22

（104建142）南京御邸新建工程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5/18

107/05/21 5臺交流電焊機

（105建085）華陽汽車士林廠、馬自達
三和汽車士林3S點新建工程

三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5/28

107/05/31 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

107/05/30

107/06/01 機械停車坑排架從事施工架組立作業

（103建079）士林區永新段社中街集合
彭志展（即穩旺企業社）
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23）104年度樂群樓及科學樓無
障礙電梯新建工程(樂群樓無障礙電梯單 富陽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獨發包)
（104建293）善淵創客大樓新建工程
（105建050）長虹新世代科技大樓新建
工程
景美女中圖書館屋頂防漏修復工程
（106建065）普銳開發大樓新建工程
（105建096）臺北市建安國民小學藝術
教學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105建096）臺北市建安國民小學藝術
教學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083）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興建工
程（北基地）
（102建333）CZ208標臺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展示場改裝暨擴大特展區工程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2樓至6樓陽臺及廁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電梯井、屋突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自動防電擊裝置未正常動作。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未設防墜設施

107/05/31

107/06/08 1樓至頂樓樓版開口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2

107/06/05 地下3樓安全支撐走道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2

107/06/05 地下3樓車道上緣開口

家鎂營造有限公司
勇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5
107/06/06

107/06/08 2樓露臺
107/06/07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8部）

1樓至頂樓樓版開口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未設置符
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2樓露臺開口未防護
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3

107/06/08 5樓至看臺層樓梯(西北角)

5樓至看臺層樓梯(西北角)開口無防護

皆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3

107/06/08 看臺層西南角隅工作臺、1樓電焊機(2部)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0

107/06/13 4樓室內施工架、5樓管道開口

豐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04

107/06/11 外牆施工架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東路1段86號1樓至3樓外牆修繕工程 呂存承
（104建26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
局與消防局龍山分隊新建工程（建築工
程）
（104建106）李立華士林至善路農舍新
建工程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中正區紹興南街18號之1屋頂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7/06/09
107/06/12

看臺層西南角隅工作臺開口無防護、1樓電焊機(2部)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無法正常作動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未設防墜設施

F、G、H、I棟6樓板及A、B、C、D、E棟
107/06/12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7樓板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福君綜合工程有限公司

107/06/07

107/06/12 2公尺以上合梯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2

107/06/15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1

107/06/13 基礎工程。

兆申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107/06/11

107/06/13 基礎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6

107/06/22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1樓從事水電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使用合梯。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基礎工程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基礎工程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6

107/06/2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3建120）金龍路新建工程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7

107/06/21 所有外牆施工架開口部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富頂營造有限公司

107/06/19 1(2樓至9樓)1 外牆施工架、2樓至9樓

外牆施工架、2樓至9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劉玉偉（即首席建築師事務所）

107/06/19

107/06/21 2樓至9樓

2樓至9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奕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14

107/06/15 筏基區

雇用勞工於筏基區從事營建管理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
置安全上下設備。

復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20

107/06/22 外牆施工架、13樓陽臺。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13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拆022）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145號國防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建物拆
除、整地工程
（107拆022）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145號國防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建物拆
除、整地工程
（104建222）萬華區寶興街住宅新建工
程
（105建120）家居福林案住辦新建「建
築」工程
三元街268號1樓裝修工程
（105建081）奇岩段公館路住宅新建工
程
（105建042）陳如莞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069）杭州南路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4建218）螽慶股份有限公司-士東路
案新建工程
107年度四維樓東南面牆面整修工程暨遮
陽設施改善工程
（107拆022）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145號國防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建物拆
除、整地工程
（107拆022）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145號國防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建物拆
除、整地工程
（104建019）太平洋建設汀州路新建工
程
（106建039）台北美國學校校舍新建工
程
（103建09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82巷2號1樓油漆工程
（106建142）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靜心
國民中小學後棟校舍拆除暨重建（校舍第
三期）新建工程
（106建175）康橋內湖幼兒園校舍新建
工程

方傑稜（即堅達企業社）

107/06/21

107/06/25 1樓施工架。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23

107/06/27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開口部

太允營造有限公司

107/06/23

107/06/25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開口部

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6/25

107/06/28 外牆施工架

同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6/20

107/06/22 地下3樓室內施工架

高志鴻（即聖鴻工程行）

107/06/26

107/06/28 外牆施工架開口部

劉玉偉（即首席建築師事務所）

107/06/27

107/07/03 2樓至6樓

2樓至6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富頂營造有限公司

107/06/27

107/07/03 2樓至6樓

2樓至6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7/06/27

107/07/02 A、B棟3樓至17樓外牆天井區(含施工架)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7/06/30

107/07/02 外牆施工架、4樓及6樓室內施工架。

達立成工程有限公司

107/06/24

107/07/10 組合屋3樓板

江佐堂

107/06/27

佶福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1

107/07/02 前棟2至4樓外牆施工架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2

107/07/10 外牆施工架、2樓以上樓梯開口

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合梯

（105建162）中山段商辦大樓新建工程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3

107/07/12 外牆施工架、室內樓梯、7樓露臺開口

（104建8168）山丘小墅新建工程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6

107/07/10 外牆施工架及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

1樓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開口部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
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電梯井開口部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
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4樓及6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組合屋3樓板從事組合屋拆除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
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使用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合梯進行水電作業。
僱用勞工於前棟2至4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及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建047）金安年雅祥案新建工程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107自強樓暨
仁愛樓屋頂防漏改善工程
（106建095）?苑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10）富邦人壽林森南路案新建
工程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地下2樓、1至4
樓、7樓)、松仁路100號地下1層、5樓、6
樓之2、46至48樓裝修工程
燦路都飯店天花板漏水修繕工程
（106建108）北投公館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地下2樓、1至4
樓、7樓)、松仁路100號地下1層、5樓、6
樓之2、46至48樓裝修工程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地下2樓、1至4
樓、7樓)、松仁路100號地下1層、5樓、6
樓之2、46至48樓裝修工程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地下2樓、1至4
樓、7樓)、松仁路100號地下1層、5樓、6
樓之2、46至48樓裝修工程
（103建142）蘇東興等5名圓環段住宅新
建工程
（106建209）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高度營造有限公司

107/07/09

107/07/17 天井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上下設備、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華泰興營造有限公司

107/07/09

107/07/20 仁愛樓南側屋頂作業

本工地仁愛樓南側屋頂開口未採取防止墜落之措施。

合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0

107/07/12 四樓底板(四周、管道間或樓梯)

未設防墜設施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4

107/07/05 地下2樓版

未設防墜設施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4

107/07/20 6樓夾層

6樓夾層開口未設防護

六葉工程有限公司

107/07/16

107/07/19 飯店1樓大廳門口(2公尺以上合梯)

雅德工程有限公司

107/07/15

107/07/20 2樓樑底模板

使用高度2公尺以上合梯未防護。
本工地地下2樓樑底模板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
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員邦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4

107/07/20 B電扶梯（地下１樓）施工架

B電扶梯（地下１樓）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晶匯設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4

107/07/24 1樓挑空區施工架

1樓挑空區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賀翔工程有限公司

107/07/14

107/07/20 6樓樓梯間施工架、7樓電焊機（1部）

6樓樓梯間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上下設備、7樓電焊機（1
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久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7

107/07/23 外牆施工架

協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19

原廣工程有限公司

107/07/23

洲義營造有限公司

107/07/30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7/25 2樓屋頂、2樓樓梯邊緣、1至2樓樓梯開口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所有使用2公尺以上合梯作業、室內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
107/07/25 所有使用2公尺以上合梯作業、室內施工架
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8/07 西側走廊區開口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外牆、天井施工架、管道間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107/08/06 外牆、天井施工架、管道間開口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3樓陽臺場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107/08/02 3樓陽臺場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08/01 東側外牆施工架
東側外牆施工架未設置交叉拉桿、下拉桿或安全網。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7/31

107/08/02 電焊機（4部）。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21

107/07/27 4樓底板(四周、樓梯、管道間及電梯直井) 未設防墜設施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7/29

107/08/05

陳易璋

107/08/01

永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07/24

107/07/31 7樓室內施工架及7樓夾層板四周

未設防墜設施

高度營造有限公司

107/08/05

107/08/07 3樓、4樓、6樓、外牆施工架

3樓及4樓電梯開口、6樓樓板、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

（105建112）105建字第0112號新建工程 優寶營造有限公司

107/08/02

107/08/06 地下室全區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南京東路4段51之2號外牆拉皮工程

107/08/07

107/08/08 全區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松信案樣品屋新建工程

（105建020）成德天主堂及幼兒園改建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3建143）內湖安康段7-7地號廠房新
欣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東山路25巷88弄7號之裝修工程
（104建032）大安森霖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5建153）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改建
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艋舺大道146巷8號裝修工程
（105建196）岦基建設廈門街住辦大樓
新建工程
（106建047）金安年雅祥案新建工程

時代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駐錦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7/20
107/07/21
107/07/30

(一)A棟3樓、(二)C棟2、3、4樓鋼樑、
(三)C棟1樓南側外牆施工架
屋頂作業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未正常動作。

(一)A棟3樓、(二)C棟2、3、4樓鋼樑、(三)C棟1樓南側外牆施
工架開口無防護
屋頂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5建003）甫達企業濱江展示中心新
建工程
（103建269）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
段113、114號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067）川鈺建設仁愛CASA新建工
程
（107拆006）中國信託信義A7大樓拆除
工程
誠品生活南西店裝修工程
誠品生活南西店裝修工程

華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11

107/08/24 地下3樓車道板

地下3樓車道板開口無防護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幻象冷氣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7/08/10
107/08/10

107/08/21 5樓至屋頂鋼樓梯
107/08/21 2樓空調冰水管電焊機

麗山街87號旁樣品屋工程

嘉廣工程有限公司

107/08/13

107/08/23 外牆施工架

5樓至屋頂鋼樓梯開口無防護
2樓空調冰水管電焊機未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雅匠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7/08/13

107/08/15 全區2公尺以上合梯。

3樓廁所使用高度2公尺以上合梯未防護。

蘇林子（即宏佳鷹架行）

107/08/13

107/08/14 外牆施工架開口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百輝營造有限公司

107/08/14

107/08/20 東側外牆施工架及屋突層施工架。

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未設置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

安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14

107/08/16 南側樓板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天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15

107/08/22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16

107/08/30

銓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鈺通)

107/08/12

107/08/21

誠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15

107/08/16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1

107/08/24

倉圓企業有限公司

107/08/13

鑫富工程有限公司

107/08/19

（105建045）攝影棚新建工程

建坤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5

（105建050）長虹新世代科技大樓新建
工程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5

（106建076）榕城苑新建工程

禾富綜合營造有限公司

107/08/23

誠品生活南西店裝修工程

諨力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1

（105建209）建北酒店新建工程

峻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6

（105建049）崇仁路家族住宅新建工程

富麗營造有限公司

107/08/21

建國中學107年自強樓廁所暨活動中心1樓
廁所整修工程
（104建239）惠宏開發西寧南路新建工
程
臺北市立圖書館106-107年度總館外牆整
修工程
（106建225）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一
樓戶外景觀改造」第二期工程
（103建270）金龍園建設北投區立農段
案新建工程
（104建205）承璽建設立農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99建1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辦公室新建工程
107年度四維樓東南面牆面整修工程暨遮
陽設施改善工程
（105建130）105建字第130號新建工程
內湖區康寧路1段82號3樓民宅頂樓加蓋建
物屋頂更新工程
（106建173）ITTX65標北投奇岩長青樂
活大樓新建工程

冠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04

107/08/07 地下2樓（2公尺以上合梯）。

工地地下2樓使用高度2公尺以上合梯進行營繕高處作業。

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06

107/08/13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09

107/08/24 9樓至屋突樓梯及地下1樓至地下2樓樓梯

9樓至屋突樓梯及地下1樓至地下2樓樓梯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車道出口處上方平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車道出口
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
處上方平臺
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東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東側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3至4樓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3至4樓北側外牆施工架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
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
備。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3樓民宅頂樓加蓋建物

頂樓加蓋建物開口未採取防止墜落之措施。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樑底模板從事1樓板模板組立等作業，高度
2公尺以上開口未採取安全帶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8/29 樓梯間及室內移動式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08/29 1樓樓板四週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107/08/29 電梯井。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08/29 臨時貨梯直井施工架
臨時貨梯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電梯井、管道間、景觀花臺區、機械停車坑施工架
電梯井、管道間、景觀花臺區、機械停車
107/08/27
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
坑施工架。
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107/08/23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107/08/20 地下1樓樑底模板

（106建205）ATT大直敬業三路購物中心
修建工程
（106建205）ATT大直敬業三路購物中心
修建工程
（104建286）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多
功能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207）濱江搜救隊暨搜救犬豢養
基地新建工程

浩瀚聯合工程有限公司

107/09/03

107/09/10 外牆施工架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3

107/09/07 雨遮外牆施工架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5

107/09/11 全區第3層安全支撐及地樑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5

107/09/11 全區第3層安全支撐及地樑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3

107/09/04 A棟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8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
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電梯從事電梯骨架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據德樓西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樓、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鋼樓梯從事鋼樓梯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B棟5樓東側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雨遮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第3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第3層安全支撐通往地樑未設
安全上下設備
全區第3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第3層安全支撐通往地樑未設
安全上下設備
A棟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6

107/09/07 R1F施工架。

R1F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7

107/09/10 地下各樓層施工架

地下各樓層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巴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5

僱用勞工於D、E、F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
107/09/28 D、E、F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凱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7

107/09/11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1部)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7

107/09/10 地下室(基礎工程)

展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9/11

107/09/14 1樓至5樓樓梯

佶福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9/12

107/09/13 4樓施工架及吊料口。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12

107/09/19 E棟外牆施工架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8

107/09/13 南棟全區外牆施工架

祥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13

107/09/19 全區外牆施工架。

4樓外牆施工架未與結構體妥實連接。

高瓏實業有限公司

107/09/13

107/09/19 天井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弘景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7/08/28

107/08/30 8樓。

聯順金屬工程有限公司

107/08/28

107/08/30 1樓電梯。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107/08/29

107/09/05 據德樓西側外牆施工架

巨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8/30

107/08/31 2樓、電梯井。

（104建165）虹廷首苑新建工程

立山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8/22

107/08/27 外牆施工架

敬業三路123號裝修工程

商林有限公司

107/08/28

107/08/30 1樓鋼樓梯。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02

107/09/12 外牆及地下室1樓施工架、7樓管道間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8/30

107/09/04 B棟5樓樓板

（106建175）康橋內湖幼兒園校舍新建
工程
（105建035）常殷建設甘谷街案新建工
程
信義區青雲街37號外牆防水工程
（103建308）瓏山林企業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65）信義414號防災公園附建地
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6建165）信義414號防災公園附建地
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5建106）華固名鑄大樓新建工程
（104建070）台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152）臺北市市場處所屬公有環
南市場工程主體工程
（101建250）崇仰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40）玉成公園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6建159）中國開發-表參漾住宅新建
工程
（105建062）李朝昇等2名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6建142）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靜心
國民中小學後棟校舍拆除暨重建（校舍第
三期）新建工程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025）國美奇岩A館新建工程
（106變使（准）第181號）瀚寓酒店整
修工程
（106變使（准）第181號）瀚寓酒店整
修工程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1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至5樓樓梯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4樓施工架及吊料口未防護。
本工地E棟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南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建001）東基開發建設．龍山段698
富麗營造有限公司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28）勝輝機構、鼎吉開發中山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TED新建工程
(104建299)伯大尼兒少家園院舍大樓新建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106建036）張福壽等3名指南路房舍新
建工程
（103建24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新建
工程
（104建113）崑逸開發榮星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7年度三興市場大樓屋頂防水防漏工程
（102建282）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新建工程
（105建083）陳張梅子餐廳新建工程
（107建018）冠德建設松山區民生段拾
柒層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107裝准使247）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
路2段83號6樓裝修工程
（104建8899）天際新建工程
（107裝准使247）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
路2段83號6樓裝修工程
（103建079）士林區永新段社中街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159）昇立建設信義路懷生段住
宅新建工程
（105建158）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220）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新建
工程
（104建272）築翫建設光華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7建010）松山美仁段新建工程
（105建121）長安雋新建工程
（106建222）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支援設施開發案新建工程
（104建205）承璽建設立農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046）士林平等段三小段740地號
農舍新建工程
（103建311）廣朋建設中山區吉林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09/13

107/09/18 天井施工架

107/09/15

107/09/19 外牆施工架。

107/09/17

107/09/25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9/17

107/09/25 B棟東側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福順營造有限公司

107/09/18

107/09/21 2樓施工架。

2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7/09/18

107/09/19 1樓構臺至開挖面上下設備

台新營造有限公司

107/09/19

107/09/26 天井施工架

旺福工程有限公司

107/09/20

107/09/21 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0

107/09/21 全區地下室

第1層安全支撐未設防護、構臺通往地下室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1

107/09/25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1

107/09/26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10部)。

交流電焊機(10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未正常動作。

金鴻空調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107/09/14

107/09/20 2公尺以上合梯

僱用勞工於6樓使用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合梯進行空調作業。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5

107/10/01 8樓、9樓及10樓

8樓電梯直井及樓梯、9樓鋼承板及鋼樑、10樓電梯直井開口無
防護

業翰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7/09/14

107/09/20 全區2公尺以上合梯

僱用勞工於6樓使用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合梯進行輕隔間作業。

上升營造有限公司

107/09/25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8

光智營造廠有限公司

107/09/28

各樓層臨時用電設備(工務所及必要照明設
107/11/22
發生勞工感電職災
施除外)
高差2公尺以上之13樓以上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未設
107/10/02 13樓以上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
置交叉拉桿、下拉桿、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10/01 開挖面第2層。

開挖面第2層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宜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09/28

107/10/08 4、6樓室內施工架及5樓吊料口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25

107/10/01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3至9樓D、E戶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齊崴工程有限公司

107/09/28

107/10/01 全區鋼筋龍電焊機（共10部）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30

107/10/02 2樓板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09/30

107/10/01 A棟2樓（A區）。

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跳接。
僱用勞工於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
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2樓（A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0/01

107/10/12 RF施工架。

RF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育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0/02

107/10/04 2樓樓板

2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萬鈞營造有限公司

107/10/06

107/10/12

地下3層3樓夾層頂、走道、地下3樓施工
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建095）北市中正區成功段2小段第
8地號新建工程"
7
（105建128）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宅統包工程

安住營造股 107/10/03 107/10/05

11樓外牆施工架

107/10/03

107/10/08 B棟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臺北市老松國小綜合大樓活動中心外牆整
崟誠營造有限公司
修工程

107/10/11

107/10/12 綜合大樓活動中心外牆施工架。

綜合大樓雨水回收系統及活動中心左右側
譽晟營造有限公司
外牆整修工程

107/10/09

107/10/16 活動中心東側外牆施工架

臺北業務組辦公房舍耐震防水及整修工程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07/10/07

108/01/09 外牆施工架。

（104建302）永福新生新建工程

進昱營造有限公司

107/10/15

中山北路7段232巷23號外牆整修工程

緯德工程有限公司

107/10/15

（105建196）岦基建設廈門街住辦大樓
新建工程

永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10/09

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暨整修工程

康宏營造有限公司

107/10/14

升皇營造有限公司

107/10/14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07/10/15
107/10/17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7/10/18

福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10/19

（106建097）意德BMW內湖展示及保修
禾進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大樓新建工程

107/10/20

臺北市市定古蹟臺灣師範大學原高等學校
申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校舍行政大樓平頂防水及外牆面修復工程

107/10/27

107/11/06 全區施工架

（104建246）都美艷新建工程

107/10/29

108/01/08

汀州院區綜合大樓結構補強及外牆更新改
善工程
（106建022）和岩悅舍住宅新建工程
南京首都廣場大廈水晶棟整建維護工程
（104建236）翔譽國際建設「內湖潭美
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1建277）宏璟建設延平南路新建工
程

元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勞工於綜合大樓活動中心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交叉拉桿、下
拉桿或安全網之防墜設施。
施工架與構造物未妥實連接致施工架倒塌。

本工地2-5樓管道、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
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樓梯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107/10/18 樓梯間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5樓西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107/10/16 5樓西北側外牆施工架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南側1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
107/10/23 南側1樓外牆施工架
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10/18 第2層安全支撐
第2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全區地樑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車道頂棚
車道頂棚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全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107/10/19 屋突全區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5樓三角托架平台(南側)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107/10/23 5樓三角托架平台(南側)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天井區施工架、4樓室內施工架、全區外牆施工架
天井區施工架、4樓室內施工架、全區外牆
107/10/26
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
施工架
安全網等防護設備、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7/10/18 2-5樓管道、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天井施工架)相關作
業。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五‧五公尺、水平方向七‧五公尺內，未與穩
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大直名門外牆修繕工程

詹德標(即世誠工程行)

107/10/29

107/11/05 外牆施工架

考選部行政大樓外牆及屋頂修繕工程
（103建270）金龍園建設北投區立農段
案新建工程
（104建300）國賓大理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秉禾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10/23

107/10/25 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未設防墜設施

天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06

107/11/13 1樓後方庭院施工架

1樓後方庭院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07

107/11/09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7/11/03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樓室內施工架（幼兒園）、外牆施工架、圖書館2
2樓室內施工架（幼兒園）、外牆施工架、 樓、教學大樓2棟3樓及教學大樓1棟5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
107/11/05 圖書館2樓、教學大樓2棟3樓、教學大樓1 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
棟5樓室內施工架。
網等防護設備；外牆施工架與構造物未妥實連接；教學大樓1
棟5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繕作業，未設上下設備。

（103建308）瓏山林企業住宅新建工程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7/11/07

107/11/09 E棟全區外牆施工架、2樓至3樓陽臺

（101建250）崇仰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巴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08

107/11/13 工區B棟植生牆、B棟植生牆場所

僱用勞工於E棟全區外牆施工架、2樓至3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工區B棟植生牆開口未防護、B棟植生牆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6建225）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一
樓戶外景觀改造」第二期工程

安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09

107/11/12 天橋。

（104建136）僑果花齊匯新建工程

世鑫營造有限公司

107/11/08

107/11/12 外牆施工架

（105建005）永福四維新建工程

進昱營造有限公司

107/11/11

107/11/14 外牆施工架

市圖西園分館建築物裝修統包工程

信嬅工程有限公司

107/11/12

107/11/13 外牆施工架。

（106建037）億德建設南港經貿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107/11/11

107/11/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5建037）新北建設內湖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13

107/11/15 4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及天井區施工架

（105建130）105建字第130號新建工程

華築工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14

107/11/16 天井施工架

（106建193）仁暉雅筑新建工程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14

107/11/19 外牆施工架、管道間。

（106建108）北投公館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富渝營造有限公司

107/11/15

107/11/16 3樓外牆施工架。

3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中山區濱江街180巷8號鐵皮屋翻修工程

彭永連(即立揚企業社)

107/11/14

107/11/16 2公尺以上作業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
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奕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14

107/11/1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篁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19

107/11/23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3

107/11/28 商場棟地下2樓捷運3號出入口之施工架。 商場棟地下2樓捷運3號出入口之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5建220）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新建
工程

青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3

107/11/29 屋突施工架、地下1樓至屋突2樓樓梯

（104建209）華碩電腦辦公大樓新建工
程

中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4

107/11/26 3樓東側露臺施工架

（104建073）魏秋瑞新建工程

十大營造有限公司

107/11/26

107/12/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9

107/12/06 天井區牆施工架

地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9

107/12/03 全區天井及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管道間

全區天井及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管道間開口無防護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1/29

107/12/04 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4建222）萬華區寶興街住宅新建工
程
（105建030）誠美投資臨沂段住宅新建
工程
（100建18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
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105建105）聯上開發天母北路都市更
新案新建工程
（103建232）弘深企業有限公司內湖區
康寧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天橋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
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
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配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4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及天井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管道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施工架、地下1樓至屋突2樓樓梯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3樓東側露臺施工架未設置符合規定之交叉拉桿、下拉桿、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天井區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4建159）昇立建設信義路懷生段住
宅新建工程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6建066）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達人
女子高級中學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

寶昇營造有限公司

107/11/30

（106建085）士林區三玉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鴻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01

（106建070）鼎佳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107/12/01

（106建117）協和蘭雅段新建工程

洛城營造有限公司

107/12/03

內湖321K01基地地上物拆除整地工程

鍵鴻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7/12/06

107/11/30

（106建188）大直商業大樓新建工程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6建161）三豐建設第一匯新建工程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街100號裝修工程
洪水木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3建21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
兆子星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台北潮州慈濟靜思堂

107/12/05
107/12/06
107/12/04

（107建059）正隆杭州南路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06

（107建059）正隆杭州南路新建工程
（105建121）長安雋新建工程
（107建001）亞昕華威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5建131）智遊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花漾湖新建工程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06
107/12/11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12/12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12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7/12/10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邱永章建築師事務所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建國高架橋及舊環南高架耐震補強改善工
宸茂營造有限公司
程（第一標）

107/12/07
107/12/06

107/12/10

107/12/03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生活科技大樓2、3樓及電梯直井施工平
生活科技大樓2、3樓及電梯直井施工平臺開口無防護、大門招
107/12/03 臺、大門招牌、生活科技大樓鋼構外牆施 牌噴漆作業未架設工作臺、生活科技大樓鋼構外牆施工架未與
工架。
穩定構造物妥時連結。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管道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107/12/05 外牆施工架、管道間。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7/12/06 大門進出口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12/05 地下1樓施工架。
地下1樓施工架從事營繕作業，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竹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108/01/04 全區外牆竹架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12/07 4樓以上樓板四週及樓梯。
4樓以上樓板四週及樓梯未有防護。
107/12/0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7/12/07 頂樓加蓋屋頂
頂樓加蓋屋頂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活動中心2樓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
107/12/10 活動中心2樓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
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6樓斜屋頂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
107/12/10 6樓斜屋頂
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棄土坑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107/12/10 棄土坑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12/10 棄土坑
棄土坑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7/12/12 5至6樓乙樓梯及丙樓梯。
5至6樓乙樓梯及丙樓梯開口未防護。
於良導體上、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及濕潤場所作業，
107/12/13 連續壁鋼筋籠1至6號電焊機
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107/12/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圖書館3樓樓板及施工架、教學一棟4樓電 "圖書館3樓樓板及施工架、教學一棟4樓電梯直井施工平臺、
107/12/13 梯直井施工平臺、教學二棟4樓樓板、圖書 教學二棟4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館3樓施工架
圖書館3樓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07/12/13 圖書館3樓樓板、教學二棟4樓樓板

圖書館3樓樓板、教學二棟4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
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地下2樓至屋突2樓樓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
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12/13

107/12/22 P17墩柱區(L、R)

高度營造有限公司

107/12/13

107/12/17 施工構臺下方全區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14

107/12/17 地下3樓1號取土口

內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0

107/12/22 地下2樓至屋突2樓樓梯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0

107/12/21 2樓以上陽台、露台區

（105建037）新北建設內湖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3

107/12/25 外牆施工架

（104建165）虹廷首苑新建工程
（106建128）良茂金泰55-2大樓新建工
程

立山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6

107/12/28 天井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天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仁仁營造有限公司

107/12/25

107/12/2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7建010）松山美仁段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106建131）長春段二小段541、541-1
地號新建工程
（104建119）承璽木柵段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未設防墜設施

（105建030）誠美投資臨沂段住宅新建
工程

篁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7/12/27

108/01/02 外牆施工架

三元街83號旁樣品屋新建工程

正豐裝璜工程有限公司

108/01/03

108/01/11 外牆施工架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4

108/01/07 11~13樓施工架。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5

108/01/14 工地1樓大廳施工架及樓梯。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5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7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7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8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0

（105建035）常殷建設甘谷街案新建工
程
（103建120）金龍路新建工程
（99建185）臺北市內湖潭美段科技辦公
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165）信義414號防災公園附建地
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6建165）信義414號防災公園附建地
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4建120）新星興業仁愛路案新建工
程
（105建020）成德天主堂及幼兒園改建
工程

臺北市市定古蹟臺灣師範大學原高等學校
申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校舍行政大樓平頂防水及外牆面修復工程
（108變使（准）0006號）興安街一般旅
館業裝修工程
（105建011）名喬建設南港重陽路大樓
新建工程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6建161）三豐建設第一匯新建工程
（105建080）誠品建築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3建079）士林區永新段社中街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299)伯大尼兒少家園院舍大樓新建
工程
（104建8899）天際新建工程
（105建125）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寶雅
新建工程
昇陽逸仙B案試樁工程
（103建278）和典建設吉林段一小段新
建工程
（105建132）臺北市大龍社區及市場重
建工程
（105建159）暐傑萬芳興隆路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0建18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
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1~13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工地1樓大廳施工架及樓梯未有防護。
本工地地下1樓東側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
108/01/08 地下1樓東側施工架
全網等防護設備。
第1階支撐及構臺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108/01/08 第1階支撐及構臺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第1階支撐及構臺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
108/01/08 第1階支撐及構臺
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8/01/10 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B棟屋頂層外牆施工架、A棟5、6樓後陽臺 B棟屋頂層外牆施工架、A棟5、6樓後陽臺及外牆施工架開口
108/01/16
及外牆施工架
未防護

108/01/09

108/01/15 外牆施工架。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五‧五公尺、水平方向七‧五公尺內，未與穩
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祝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1

108/01/18 1樓大門雨庇

1樓大門雨庇開口未設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4

108/01/15 施工構臺下方全區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01/15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8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活動中心西側屋頂層及外牆施工架、4樓天 活動中心西側屋頂層及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4樓天井區開
108/01/18
井區
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01/23 9樓至11樓開口。
9樓至11樓開口未防護。

宜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01/18

108/01/31 8樓遮斷層

僱用勞工於8樓遮斷層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上升營造有限公司

108/01/18

108/01/2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8

108/01/24 南側外牆施工架

南側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9

國群營造有限公司

108/01/18

磐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9

108/01/31 16至21樓外牆施工架
16至21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2樓至屋頂鋼樑、1樓至2樓及3樓至屋頂鋼 2樓至屋頂鋼樑開口無防護、1樓至2樓及3樓至屋頂鋼樑未設安
108/01/23
樑
全上下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108/01/21 試樁用鋼筋籠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永暻營造有限公司

108/01/18

108/01/22 東南隅施工架（竹架）

東南隅施工架（竹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0

108/01/23 6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

6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1/12

108/01/14 外牆施工架

未設防墜設施

天斌企業有限公司

108/01/22

108/01/23 西南隅外牆施工架

西南隅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建095）北市中正區成功段2小段第
7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智慧財產分署、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博一大樓辦公廳舍
及舊有辦公室整修工程
臺北市立圖書館106-107年度總館外牆整
修工程
（106建001）東基開發建設．龍山段698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53）大安區懷生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8地號新建工程"

安住營造股 108/01/21 108/01/31

泰億營造有限公司

108/01/23

108/01/25

大穩發企業有限公司

108/01/22

108/01/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富麗營造有限公司

108/01/20

108/01/21 屋突層外牆施工架

福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3

108/01/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元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6

108/02/25

（107雜027）（107建242）廣慈博愛園
同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第C標統包工程

108/01/25

108/01/28 鋼筋籠電焊機9部

鋼筋籠電銲作業之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105建106）華固名鑄大樓新建工程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9

108/01/30 1樓移動式施工架(計4座)、1樓挑空區排架

本工地1樓移動式施工架(計4座)、1樓挑空區排架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9

108/02/01 地下1樓施工架。

（104建246）都美艷新建工程

（106建071）義翔建設開發行善路新建
工程
（106建207）濱江搜救隊暨搜救犬豢養
基地新建工程

甲梯、桃源街側電梯及簡易牆外側施工
架。

A棟10樓至24樓全區外牆及天井區施工
架、A棟18樓至24樓陽臺區

全區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屋突層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
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10樓至24樓全區外牆及天井區施工架、A棟18
樓至24樓陽臺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地下1樓施工架未有防護。
外牆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
備。
僱用勞工於2至7樓電梯井開口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
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巨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1/27

108/01/31 外牆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

（106建193）仁暉雅筑新建工程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2/13

108/02/14 2至7樓電梯井

（107建010）松山美仁段新建工程

高度營造有限公司

108/02/14

108/02/19

（103建308）瓏山林企業住宅新建工程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8/02/16

108/02/23 B、C梯2至屋突樓梯

（102建125）王宗輝等13名新建工程
（107建142）南京東路案新建工程
（97建688）國際複合式商務大樓新建工
程
（104建109）方宅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209）建北酒店新建工程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正昊工程有限公司

108/02/18
108/02/18

108/02/21 外牆施工架。
108/02/22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編號:8號)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2/18

108/02/21 37樓北側陽台區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峻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2/20
108/02/21

108/02/22 全區施工架
108/02/24 外牆施工架

植物園大廈外牆整修工程

游宥賢（即阿金鷹架工程行）

108/02/21

108/02/22 外牆施工架。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2/21

108/02/22 施工構臺下方全區

永濬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02/25

108/02/26 連續壁鋼筋籠第1.2.4.5.6號電焊機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2/25

108/02/27 B區筏基地梁區。

B區筏基地梁區2公尺以上之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高差超過1.5
公尺以上之地梁作業，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108/02/27

108/03/04 11樓至13樓及RF外牆施工架。

11樓至13樓及RF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108/03/02

108/03/12 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105建011）名喬建設南港重陽路大樓
新建工程
（106建223）敦品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068）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
學校舍整體改建工程

（105建132）臺北市大龍社區及市場重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03建143）內湖安康段7-7地號廠房新
欣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樓樓板邊緣及地下1樓電梯口及樓板開
口。

1樓樓板邊緣及地下1樓電梯口及樓板開口未有防護。
本工地B、C梯2至屋突樓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
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內外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未完全設置。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編號:8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連續壁鋼筋籠第1.2.4.5.6號電焊機線路跳接

（106建072）台造貿易內湖辦公大樓新
建工程

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05

108/03/13 電梯井內施工架及1樓樓梯旁開口。

（104建302）永福新生新建工程

進昱營造有限公司

108/03/05

108/03/07 2樓至5樓管道間

臺北業務組辦公房舍耐震防水及整修工程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08/03/05

108/03/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臺北業務組辦公房舍耐震防水及整修工程 柳慧燕（即柳慧燕建築師事務所）

108/03/05

108/03/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建078）民權東路1段57號新建工程 利榮營造有限公司

108/03/08

108/03/1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嘉利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09

108/03/12 地下2樓機坑四週及3樓電梯口開口。

旭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3/09

108/03/11 7樓施工架及屋突2樓樓板邊緣開口。

（107建048）內湖舊宗段辦公大樓新建
工程
（106建021）久和醫療內湖舊宗段辦公
大樓新建工程
汀州院區綜合大樓結構補強及外牆更新改
善工程
（106建181）臺北市南港區小彎基地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電梯井內施工架及1樓樓梯旁開口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2樓至5樓管道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監造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2樓機坑四週及3樓電梯口開口未有防護。
7樓施工架及屋突2樓樓板邊緣開口未有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至6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建施
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C、E棟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
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升皇營造有限公司

108/03/06

108/03/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11

108/03/13 施工構臺下方全區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15

108/03/18 C棟15樓樓板組模區。

（100建116）新民段新建工程

振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17

108/03/22 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至6樓室內施工架

（105建141）香丘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鼎力營造有限公司

108/03/17

108/04/16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2樓板

（106建037）億德建設南港經貿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108/03/23

108/03/28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4建246）都美艷新建工程

元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3/20

108/03/22 屋突外牆施工架

108/03/25

108/03/29 停車機坑施工架

108/03/27

108/04/03 C、E棟外牆施工架

108/03/28

108/04/02 鋼構區高架作業。

臺北業務組辦公房舍耐震防水及整修工程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08/04/02

108/04/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臺北業務組辦公房舍耐震防水及整修工程 柳慧燕（即柳慧燕建築師事務所）

108/04/02

108/04/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8/04/06

108/04/0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施工架未與構造物妥實連結

108/04/08

108/04/12 4至6樓外牆施工架。

108/04/08

108/04/10 全區施工架、2樓全區。

108/04/09

108/04/11 八角亭施工架

4至6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04/09

108/04/10 地下3樓樓板、車道及電梯口。

（106建098）年豐建設（股）公司大同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樂群廳外牆暨教學環
亮成營造有限公司
境整修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東址南棟南
安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側外牆更新工程
（106建070）鼎佳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仁愛營區整修工程

亞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園藝管理所所轄公園整建工程-士
和遠營造有限公司
林區土木設施維護預約工程
（105建011）名喬建設南港重陽路大樓
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地下3樓樓板、車道及電梯口未有防護。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06

108/04/09 地下1樓模板組模區。

（104建078）承德路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11

108/04/16 全區外牆施工架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11

108/04/15 外牆施工架

秉璘營造有限公司

108/04/11

108/04/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何仁群建築師事務所

108/04/06

108/04/09 全區外牆施工架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15

108/04/18 B區2樓全區

益宇企業有限公司

108/04/12

108/04/19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分公司東
四大樓外牆拉皮暨整體景觀整建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東址南棟南
側外牆更新工程
（107建073）吉美大安花園大樓新建工
程
（105建051）濟南教會牧師館新建工程

（105建209）建北酒店新建工程
峻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3建288）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十八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65）信義414號防災公園附建地
倢隆工程有限公司
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8/04/18

牧師館1樓電焊機1部(型號:AC-SPL型
300A)
108/04/26 樓梯間及屋突施工架。

108/04/18

108/04/24 A棟至E棟外牆施工架

108/04/19

108/04/24 全區1樓地面出入口鋼構(共二處)

地下1樓模板組模區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及工作場所邊緣及
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
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全區外牆施工架未與構造物妥實連結。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牧師館1樓電焊機1部(型號:AC-SPL型300A)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故障
樓梯間及屋突施工架未有防護。
A棟至E棟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
備。
全區1樓地面出入口鋼構(共二處)鋼樑未設防墜設施、未設安全
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北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建132）臺北市大龍社區及市場重
建工程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20

108/04/23 北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106建086）欣聯建設東園綻新建工程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19

108/04/23 外牆施工架開口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智慧財產分署、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博一大樓辦公廳舍 泰億營造有限公司
及舊有辦公室整修工程

108/04/20

108/04/23 丙新增電梯施工架區。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臺北市基隆路葉公館室內裝修工程

涂滿增

108/04/19

108/05/08 2樓陽臺

工地2樓陽臺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2建282）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新建工程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23

108/04/25 全區外牆施工架、6樓東側露臺

（104建241）國立臺灣大學生物電子資
訊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4/20

108/05/01 天井區外牆施工架

（106建108）北投公館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富渝營造有限公司

108/04/25

108/04/29 外牆施工架、7~9樓陽臺。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108/04/27

108/05/02 外牆及樓梯施工架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8/04/27

108/04/3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凱勗工程有限公司

108/03/27

108/06/26 本工程於斜坡道路使用車輛機械作業。

田徑場整修工程

秉璘營造有限公司

108/05/02

108/05/03 全區施工架。

（105建013）宗祠計劃新建工程

泰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03

108/05/24 外牆施工架。

（106建037）億德建設南港經貿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24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新建
工程
108年度西南區路燈新設預約工程

全區外牆施工架、6樓東側露臺高差2公尺以上之邊緣及開口部
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
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天井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
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7~9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外牆及樓梯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建076）榕城苑新建工程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禾富綜合營造有限公司

108/05/03

108/05/0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東鋼鋼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108/05/04

108/05/14 鋼骨四週外側。

鋼骨四週外側未有防護。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07

108/05/09 地下1樓室內施工架。

地下1樓室內施工架從事營繕作業，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松山區市民大道4段211號店面裝修工程

曾榮長（即元通金屬工程行）

108/05/02

108/05/09 工區1樓。

松山區市民大道4段211號店面裝修工程

陳秋豪（即加南工程行）

108/05/02

108/05/09 工區1樓。

（105建176）新貴開發靜心多多住宅新
建工程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10

108/05/16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8/05/13

108/05/16 工區1樓客廳及前院樓板

僱用勞工於工區1樓客廳及前院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14

108/05/16 5至6樓外牆施工架。

5至6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10

108/05/14 東側施工架(P至N)

（107建050）南港玉成段新建工程

國聖營造有限公司

108/05/15

108/06/03 機械停車施工架、1樓板

（106建139）兆晉建設有限公司等商業
住宅新建工程

昶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17

108/05/22 全工區電焊機（共3部）。

全工區電焊機（共3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失效。

（104建229）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614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新建工程

108/05/21

108/05/23 外牆及屋突樓梯間施工架。

外牆及屋突樓梯間施工架未有防護。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21

108/05/22 5至6樓外牆施工架。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5/22

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71巷11弄8號1樓裝修
桓鎂有限公司
工程
（105建138）皇翔建設臨沂段一小段新
建工程
（105建152）臺北市市場處所屬公有環
南市場工程主體工程

（106建208）誠美頤樺新建工程
（105建177）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新建工
程

承德路接待中心案接待中心、樣品屋新建
東基鋼鐵有限公司
工程

108/05/18

（106建150）包公館電梯增建工程

旌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21

（107建161）中華機械總部暨存車中心
大樓新建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23

僱用勞工於工區1樓從事鐵工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
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工區1樓從事泥作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
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機械停車施工架、1樓板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
防護設備。

5至6樓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本工地1樓板北側、1樓南側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
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鐵皮板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
防止踏穿及寬度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網或配掛安全
108/05/24 全區屋頂作業
帶。
工地全區電梯增建區、樓梯改建區、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
全區電梯增建區、樓梯改建區、全區外牆 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108/05/24
施工架。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
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地下1樓南向外牆內側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108/05/27 A棟地下1樓南向外牆內側施工架。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手扶梯A梯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
108/05/27 手扶梯A梯施工架
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05/27 1樓板北側、1樓南側施工架

（105建129）遠東百貨信義A13購物中心
創揚室內裝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8/05/23

（98建006）台電萬隆聯合辦公室附設地
台灣奧的斯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下一次變電設施多目標使用大樓新建工程

108/05/24

108/05/28 屋突一層電焊機（共2部）

屋突一層電焊機（共2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107建132）沅利建設溪州街案新建工
程

108/05/24

108/05/28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9部）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9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104建078）承德路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上宏鷹架工程行

（100建320）宏普懷生段三小段飯店新
國耀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99建1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銓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鈺通)
大隊辦公室新建工程

108/05/24
108/05/28
108/05/29

（104建246）都美艷新建工程

元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5/30

（104建8899）天際新建工程

旭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6/01

（105建158）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住宅
新建工程

光智營造廠有限公司

108/06/01

（106建202）隆大重慶北路新建工程

隆大營建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6/04

（106建043）大直文康社教中心建築及
景觀工程
（106建015）恆星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6/12

鴻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6/11

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裝修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6/15

（107建010）松山美仁段新建工程

高度營造有限公司

108/06/14

（106變使（准）第181號）瀚寓酒店整
修工程

匯僑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108/06/13

（108拆021）延壽街18巷17號拆除工程

呂紹雄（即鼎?工程行）

108/06/18

華漾飯店1樓拆除工程

李啟富（即緯林水電行）

108/06/17

農禪寺豐年段一小段566地號臨時展場維
巨勳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修工程
（106建17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
拓盛營造有限公司
巷新建工程
（106建062）西昌街新建工程
（105建209）建北酒店新建工程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6號汽車停車場升
降機整修
木柵家美花園外牆修繕工程
（106建099、106建179）景美開發羅斯
福路六段新建工程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108年度活動
中心鋼構防鏽整修工程
（106建119）森城大院新建工程

108/06/17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108/05/30 全區外牆施工架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16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108/05/30 16樓板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8/06/03 22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開口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地下5樓機 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地下5樓機械停車機坑施工架
108/06/05
械停車機坑施工架
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08/05/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8/06/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2樓以上樓梯旁鋼骨開口、鋼骨四週及地下 2樓以上樓梯旁鋼骨開口、鋼骨四週及地下2樓車道處施工架未
108/06/18
有防護。
2樓車道處施工架。
108/06/1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108/07/04 1樓樓板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06/17 4至7樓A.B樓梯
4至7樓A.B樓梯開口未防護
有立即發生中毒、缺氧危險之虞之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
，未設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
108/06/14 3樓至12樓裝潢區
作業場所，未供給作業勞工輸氣管面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
用。
108/06/20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108/06/19 2公尺以上之合梯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108/06/06 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區施工架

屋頂作業

108/06/21

108/07/08 全工區（工務所除外）

108/06/25

108/07/19 室內樓梯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開挖面四周未設防護

峻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6/26

108/07/01 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立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6/19

108/07/04 本工地1樓停車設備出入口及施工架。

本工地1樓停車設備出入口及施工架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帝佑營造有限公司

108/06/27

108/07/0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晉福營造有限公司

108/06/28

108/07/08 B棟天井施工架及1樓電梯直井吊料平臺

B棟天井施工架及1樓電梯直井吊料平臺開口無防護

允睿國際有限公司

108/07/02

108/07/06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8/07/03

108/07/05 4至8樓版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福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市定歷史建物牯嶺街小劇場修復工程

文華營造有限公司

108/07/03

"外牆施工架、無障礙電梯區及其施工架
108/07/08 2樓移動式施工架及無障礙電梯施工架
2樓露台分電盤"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8/07/02

108/07/04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5建075）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精勤樓
新建工程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02

108/07/04 全區外牆施工架、13樓露臺。

108/07/06

108/07/10 全區外牆施工架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分公司東
秉璘營造有限公司
四大樓外牆拉皮暨整體景觀整建工程
（105建132）臺北市大龍社區及市場重
張鎮惠（即瑞昱工程行）
建工程
（104建293）善淵創客大樓新建工程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07
108/07/07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
上下設備。
潮濕場所使用電動機具，未於各分電路設置具有高敏感度，能
確實動作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專業營造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13樓露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西側3樓外牆施工架從事拆架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
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6-7樓挑空區、屋突施工架及屋突旋轉鋼樓梯開口部分，
6-7樓挑空區、屋突施工架及屋突旋轉鋼樓
108/07/22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梯
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8/07/09 忠誠路2段207巷側豎井。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8/07/12 平台及斜坡區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工地地下開挖第2層水平支撐至開挖面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108/07/11 第2層水平支撐至開挖面
備。
108/07/09 西側外牆施工架

代辦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衛生下水道納
元裕營造有限公司
管工程」

108/07/07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

特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11

永裕鋼鐵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7/10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16

108/07/19 7樓板及電梯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20

108/07/24 B棟(含屋突層)、D棟全區外牆施工架。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26

108/07/29 南側天井施工架。

總行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7/27

108/08/02 2至8樓樓板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108/07/29

108/08/05 6樓以上南北側施工架。

蒲陽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7/30

108/08/02 外牆施工架開口部

承都有限公司

108/07/31

108/08/15 生物醫學大樓全區外牆施工架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7/31

108/08/02 C棟全區施工架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03

108/08/05 6樓以上全區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06

108/08/08 21至22樓梯。

21至22樓梯開口未防護。

蕭童鄧扁(即力奇工程行)

108/08/06

108/08/08 地下1樓樑模

地下1樓樑模開口無防護

萬象合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108/08/07

108/08/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5建180）新意建設福星段大樓新建
工程
（102建282）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105建121）長安雋新建工程
（106建182）台北市汀州路台大公館商
旅新建工程
（106建070）鼎佳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017）欣詮建設新生北路案住宅
新建工程
108年度土木建築設施維護工程（生物醫
學大樓外牆修繕工程）
（106建068）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
學校舍整體改建工程
（106建208）誠美頤樺新建工程
（105建105）聯上開發天母北路都市更
新案新建工程
（105建099）臺北市嘉興街俞公館新建
工程
莒光路260號旁樣品屋裝修工程

7樓板及電梯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B棟(含屋突層)、D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南側天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6樓以上南北側施工架內外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未完全設置。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07

108/08/12 汽車昇降機坑施工架。

（105建181）南港案新建工程
友三工程行
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含大禮堂）整修工
達力裝潢設計有限公司
程
（108拆037）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
浩群工程行
學校舍拆除工程

108/08/07

108/08/12 1樓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汽車昇降機坑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樓施工架從事柱筋綁紮作業，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8/08/08

108/08/20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08/08/14

108/08/15 全區施工架

（105建181）南港案新建工程

（106建220）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

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8/14

（106建211）千曜開發莒光段新建工程

友聯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108/08/15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108/08/18 全區施工架、景觀梯間（含2樓板）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2樓室內施工架、1樓至10樓
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2樓室內施工架、1
北側及南側陽臺、屋突1樓樓板及11、12樓電梯直井從事營建
108/08/27 樓至10樓北側及南側陽臺、屋突1樓樓板
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
及11、12樓電梯直井
防護設備。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外牆
帝佑營造有限公司
整修工程

108/08/21

108/08/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4建142）南京御邸新建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21

108/08/26 17樓室內A樓梯開口部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屋突外牆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鋼構屋頂及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設安全上下設備。
屋突以上全區開口未防護

（105建143）聯虹建設內湖舊宗段C區廠
辦大樓新建工程
長虹建設松德案銷售中心搭建工程
（107建076）懷生新建工程
（106建109）三通建設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24

108/09/09 屋突外牆施工架

江志初（即雅屋空間設計工作室）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25
108/08/27

108/09/05 鋼構屋頂及外牆施工架
108/08/28 屋突以上全區

大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8/31

108/09/02 2樓樓梯及排架

未設防墜設施

（106建086）欣聯建設東園綻新建工程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9/01

108/09/05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1樓

（105建04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
賀建營造有限公司
224號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1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09/02

108/09/04 1樓至地下3樓樓梯。

1樓至地下3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8/28

108/09/11 B區(8a~9a)模板作業、C區吊料口

（103建310）久泰民生段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基隆路1段200號地下2樓裝修工程
（103建24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新建
工程

億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9/03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兩座樓梯未有防護。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9/08

華揚消防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8/08/16

108/09/04 兩座樓梯。
A棟屋突外牆施工架、A棟3至10樓風管管
A棟屋突外牆施工架、A棟3至10樓風管管道間開口無防護
108/09/11
道間
全區消防設備工程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8/09/10

108/09/16 全區樓梯間

立山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9/14

108/09/24 1至6樓樓梯間

御翔美學牙醫診所裝修工程
李果樺（即意象空間設計工作室）
108年度臺北市山坡地溪溝更新預約式工
亞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案(北區)

108/09/17

108/09/24 2樓板

僱用勞工於1至6樓樓梯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
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樓板開口無防護

108/08/24

108/10/25 本工程四分溪作業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104建099）楊昇建設饒河街新建工程

108/09/19

108/09/23 北向10至14樓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北向10至14樓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
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09/21

108/09/24 A梯13至14樓施工架。

A梯13至14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8/09/21

108/09/24 A梯13至14樓施工架。

A梯13至14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8/09/21

108/09/23 屋頂板、外牆施工架、2樓至屋頂管道間

屋頂板、外牆施工架、2樓至屋頂管道間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
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4建165）虹廷首苑新建工程

楊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99建1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大隊辦公室新建工程
（99建1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銓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鈺通)
大隊辦公室新建工程
（104建040）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B案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全區樓梯間開口未防護

（105建129）遠東百貨信義A13購物中心
梁錦昌（即勁寰工程行）
新建工程

108/09/24

（106建150）包公館電梯增建工程

旌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09/25

盛展營造有限公司

108/09/21

璞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04

同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10/06

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10/07

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07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仁A、
B、C棟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106建003）璞園貴象新建工程
（107建232）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
號土地地上權案總包工程
新北市轄區內橋梁耐震能力提升工程第2
標-光復大橋等
（105建180）新意建設福星段大樓新建
工程

108/09/2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一）外牆施工架及屋頂樓梯、（二）1、 （一）外牆施工架及屋頂樓梯開口無防護、（二）1、3樓臨時
108/10/02
3樓臨時分電盤
分電盤未設漏電斷路器
僱用勞工於仁C棟屋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108/10/24 仁C棟屋突。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10/07 外牆、挑空區及1樓室內施工架。
外牆、挑空區及1樓室內施工架未有防護。
於良導體上、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及濕潤場所作業，
108/10/07 2區1至6號電焊機
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裝設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延遲時間不符
規定。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8/10/08 P9橋基礎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10/09 地下1至3層全區

地下1至3層全區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第3層安全支撐未設置護欄，地下第3層安全支撐至開挖面
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捷運中山雙連段帶狀公園改造工程

浤億工程有限公司

108/10/05

108/10/07 捷運中山站4號出口外牆施工架。

成功市場改建工程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2

108/10/16 第一期開挖區(西，東，南側)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2

108/10/16 大講堂四周施工架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8/10/14

108/10/16 地下全區

林建亨（即紘暘工程行）

108/10/14

108/10/16 全區屋頂

全區屋頂開口未防護。

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2

108/10/2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高國隆(即勝鈦水電行)

108/10/15

108/10/21 外牆施工架。

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5

108/10/16 B區外牆施工架、2樓樓板

億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7

108/10/18 全區施工架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7

108/10/21 全區天井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B區外牆施工架、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未設置符
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
設備。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8/10/18

108/10/22 甲乙樓梯，全區施工架

賀建營造有限公司

108/10/17

108/11/01 外牆施工架

良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9

（107建161）中華機械總部暨存車中心
大樓新建工程

誼鑫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10/19

（107建059）正隆杭州南路新建工程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108/10/24

（107建072）立雋建設大同區大同段一
小段0583-000號等2筆新建工程

立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0/28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107建078）廣銘大安區通化段新建工
程
信義路3段147巷36弄18-26號屋頂屋瓦翻
修及防水層施作工程
（106建072）台造貿易內湖辦公大樓新
建工程
文山區福興路78巷20弄38號裝修工程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103建310）久泰民生段新建工程
（106建181）臺北市南港區小彎基地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03建24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新建
工程
（105建04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
224號新建工程
（99建1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辦公室新建工程

甲乙樓梯，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工區地下2樓從事輕隔間作業使用輕質混凝土拌合機之臨時用
108/10/23 工區地下2樓輕隔間材料拌合區臨時用電。
電未設漏電斷路器。
B棟1樓梁板組模區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108/10/21 B棟1樓梁板組模區。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於工地連續壁鋼筋籠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3台) ，其自
108/10/25 連續壁鋼筋籠交流電焊機（3台）
動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跳接，無法正常作動。

108/10/29 地下室施工架

地下室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7建16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
區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LG02車站、LG02至LG03及LG02至LG01
潛盾隧道土建工程
（108建023）服務中心及溫室、長亭新
建工程
松湖～大安、深美～大安345KV電纜線路
潛盾洞道暨附屬機電統包工程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8/10/28

108/10/30 全區樓梯

全區樓梯開口未防護。

于舜工程有限公司

108/10/29

108/10/31 MS4、5（設備版）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超然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10/31

108/11/05 服務中心2樓全區

2樓樓板及樓梯間開口未防護

日商鹿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8/10/28

109/01/17 本工程鋼軌、鋼枕及軌道車作業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8/11/02
公司

108/11/04 14、15樓外牆施工架

14、15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泰源建材有限公司

108/11/04

109/02/15 該址全部拆除工程

為防止拆除作業繼續發生職業災害。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06

108/11/12 外牆施工架

（99建185）臺北市內湖潭美段科技辦公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樓新建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11/05

108/12/23 上部結構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

108年度配合道路、綠地、公園、安全島
綠橙紅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及圓環等綠美化統包工程

108/11/07

108/11/11 主題園區公主綠雕

新生南路1段97巷3號樣品屋工程

鉅金鑫永業有限公司

108/11/11

108/11/19 1樓分電盤(二處)

永陞建設牯嶺街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仲瑩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8/11/11

108/11/14 臨時用電作業

（104建293）善淵創客大樓新建工程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06

108/11/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14

108/11/19 第2層安全支撐

第2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14

108/11/1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德惠街12號樣品屋工程

晨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8/11/14

108/11/21 1樓戶外分電盤(計2處)

（106建208）誠美頤樺新建工程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15

108/11/18 北側外牆及地下機械停車施工架

（104建030）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A案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8/11/19

108/11/20 B棟基礎版、第三層支撐。

（105建105）聯上開發天母北路都市更
新案新建工程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1

108/11/29

國耀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2

108/11/25 13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增億工程有限公司

108/11/24

108/11/29 連續壁鋼筋籠之交流電焊機（5台）

（106建068）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
學校舍整體改建工程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1

（105建121）長安雋新建工程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4

（103建300）杜相國際大安段新建工程
（108拆117）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南京營
區拆除工程
（105建136）長野米蘭新建工程

（107建113）臺億建經民權西路住宅新
建工程
（106建098）年豐建設（股）公司大同
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0建320）宏普懷生段三小段飯店新
建工程
（107建193）士林區陽明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屋突施工架、全區天井區施工架、天井
區、14樓至21樓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
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
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於樣品屋工程作業使用之臨時用電設備未設漏電斷路器。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等
導電性良好場所，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能確
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僱用勞工於北側外牆及地下機械停車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B棟基礎版區域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第三層支撐開口未防
護。
僱用勞工於屋突施工架、全區天井區施工架、天井區、14樓至
21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3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於良導體上、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及濕潤場所作業，
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B、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108/11/22 B、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
部分，應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
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地下4樓臨時用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地下4樓臨時用電分電
108/12/02
電分電盤
盤未設漏電斷路器

（104建099）楊昇建設饒河街新建工程

楊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2

108/12/04 地下1樓

（108雜009）信義區永吉路200巷56弄2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號電梯增建工程

108/11/28

108/12/12 1至4樓

地下1樓有瓦斯殘留可能引起之爆炸
1至4樓鋼構區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107建132）沅利建設溪州街案新建工
程
108年度全市橋涵維護工程開口契約（第5
標)(士林北投區)
（104建142）南京御邸新建工程
（105建179）臺北市內湖區文德段三小
段88等7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77）中山水美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8/12/02
公司

108/12/04 本工地北側地下4樓。

本工地北側地下4樓開口未防護。

聖鋒營造有限公司

108/11/12

109/03/27 本工程道路及橋樑作業。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03

108/12/06 1樓、屋突施工架及4樓管道間開口。

1樓、屋突施工架及4樓管道間開口未有防護。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09

108/12/13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春輝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1

108/12/16 地下1樓、東北隅導溝頂部。

（106建130）紫雲街新建工程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2

108/12/19 1至5樓外牆施工架、5樓樓板開口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3

108/12/16 5樓屋頂板全區

5樓屋頂板全區開口未防護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108/12/13

108/12/16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3

108/12/17 B棟外牆施工架

B棟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江志初（即雅屋空間設計工作室）

108/12/13

109/01/02 2樓鋼承板、屋頂鋼樑

108/12/17

108/12/20 3樓至12樓鄰近外牆施工架樓板

2樓鋼承板、屋頂鋼樑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3樓至12樓鄰近外牆施工架樓板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
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12/22

108/12/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079）中山國中綜合大樓新建工
程
（104建040）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B案
新建工程
（106建172）臺北市大同區明倫公共住
宅統包工程
傳真宏國承德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104建053）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130-0
安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6建098）年豐建設（股）公司大同
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翠亨村名廈外牆修繕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6建108）北投公館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6建086）欣聯建設東園綻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7建136）吉美建設樂河新建工程
（105建047）龍江路旅館新建工程
（106建222）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支援設施開發案新建工程
大直二抽水站新建工程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1樓、東北隅導溝頂部開口無防護、1樓地面通往地下1樓
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1至5樓外牆施工架及5樓樓板之開口部份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天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8/12/25

108/12/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7

108/12/21 1樓東北側車坡道及9B-6E柱間區域樓板

未設防墜設施

富渝營造有限公司

108/12/29

108/12/30 2樓北側露臺及北側施工架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30

109/01/07 1樓A戶主臥室頂版作業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12/20

109/02/14 上部結構。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祝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8/12/31
109/01/03

109/01/02 7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
109/01/06 地下3樓車道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03

109/01/09 C棟乙樓梯

開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03

109/01/06 抽水站內挑高區

7樓至9樓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地下3樓車道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9/01/04

109/01/08 屋頂花園

本工地屋頂花園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109/01/05

109/01/08 1樓施工架、1樓造型井四週及施工架。

1樓施工架、1樓造型井四週及施工架未有防護。

109/01/07

109/01/15 外牆及室內施工架、2樓板及第3進屋頂

外牆及室內施工架、2樓板及第3進屋頂開口無防護

（107建079）中山國中綜合大樓新建工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3建112）福清營造總部大樓新建工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6建102）迪化街1段235、237號修建
永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樓A戶主臥室施工架高差超過1.5公尺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
上下設備。

（107建039）虹欣建設南港區玉成段三
小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152）恆合建設江山新建工程
（105建012）合法房屋重建工程
（107建078）廣銘大安區通化段新建工
程
西址中央走廊管線重置工程-資通訊及弱
電
（104建128）臺北市中正區永昌段施公
館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24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新建
工程

弘甫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1/08

109/01/09 施工構臺

施工構臺開口未防護

恆合營造有限公司
泰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08
109/01/09

109/01/13 地下1至3樓樓梯。
109/01/20 地下1樓至2樓及2樓電梯井。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9/01/09

109/01/10 地下第1層支撐

地下1至3樓樓梯未防護。
地下1樓至2樓及2樓電梯井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地下第1層支撐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尚寶工程有限公司

109/01/10

109/01/16 景福館至中央走廊區

西址區鋼結構高度2公尺以上未設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田豐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1/14

109/01/17 2至6樓樓梯，全區外牆施工架及電梯井

2至6樓樓梯，全區外牆施工架及電梯井開口未防護。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109/01/15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109/01/15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15

（105建04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
賀建營造有限公司
224號新建工程
（106建208）誠美頤樺新建工程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16
109/01/19

僱用勞工於1樓至2樓樓梯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B棟3樓至7樓樓板、B棟天井區施工架從事監造管
109/01/16 B棟3樓至7樓樓板、B棟天井區施工架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僱用勞工於B棟3樓至7樓樓板、B棟天井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
109/01/16 B棟3樓至7樓樓板、B棟天井區施工架
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109/01/22 全區外牆施工架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9/01/20 2至8樓樓梯及8樓前陽台
2至8樓樓梯及8樓前陽台開口處未設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至2樓樓梯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109/01/20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至2樓樓梯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1/21 A棟4座電梯井、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B棟外牆施工架、B棟乙樓梯施工架、A棟 B棟外牆施工架、B棟乙樓梯施工架、A棟甲樓梯施工架及C棟4
109/01/22
甲樓梯施工架及C棟4樓室內施工架
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全區外牆施工架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2/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2/1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工地全區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109/02/12 全區施工架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3/18 1樓以上全部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2/07 全區2樓樓板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9/02/06 1樓至2樓樓梯

（107建097）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
段384及373-7地號共2筆土地新建工程

漢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18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1/16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20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1/21

（106建065）普銳開發大樓新建工程

永樹營造有限公司

109/02/03

家居雲邸案接待中心暨樣品屋工程

精銳裝潢有限公司

109/02/05

（105建148）碧湖天大樓新建工程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2/05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2/06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2/09

109/02/12 外牆施工架、B2戶天井施工架。

南京東路4段120巷與寧安街9巷口樣品屋
聖高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109/02/08

109/02/11 鋼構工程、樣品屋屋頂板及2樓樓板

（108建149）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9/02/10

109/03/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建068）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
學校舍整體改建工程
（105建105）聯上開發天母北路都市更
新案新建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6建098）年豐建設（股）公司大同
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偉銓營造有限公司

外牆施工架、B2戶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本工地鋼構工程、樣品屋屋頂板及2樓樓板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
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
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
全網等防護設施、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105建157）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
仁濟院忠孝館前大樓新建工程

109/02/21

"1號電梯機坑高度超過2公尺，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
設施。
高度超過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9/02/20 機械停車機坑及地下1樓走道
機械停車機坑及地下1樓走道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地下第1層及1樓樓面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109/02/17 地下第1層及1樓樓面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9/02/2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9/02/24 1樓電梯井
1樓電梯井開口未防護
本工地13樓樓板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109/02/24 13樓樓板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僱用勞工於13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109/02/24 13樓樓板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B棟外牆施工架、A棟外牆施工架、A棟陸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2/26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樓S12~K17內
B棟外牆施工架、A棟外牆施工架、A棟陸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2/26
樓S12~K17內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9/02/21 1樓樓板
1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14樓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高度超過2
109/02/24 14樓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拆架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
109/02/24 外牆施工架
未設置
109/02/24 2樓板及外牆施工架
2樓板及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

109/02/24

109/02/27 C區樓梯及法華坡道。

C區樓梯及法華坡道開口未防護。

109/02/25

109/03/02 閣樓板、外牆施工架及2樓室內施工架

閣樓板、外牆施工架及2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9/02/29

109/03/1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109/03/04

109/03/05 6樓施工架及車道。

6樓施工架及車道未防護。

109/03/05

109/03/11 1樓通往2樓樓梯（兩處）及外牆施工架

1樓通往2樓樓梯（兩處）及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龍城工程有限公司

109/02/12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2/13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9/02/15

江志初（即雅屋空間設計工作室）
力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2/15
109/02/19

（106建041）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公共
住宅新建工程

許宗熙建築師事務所

109/02/19

（106建041）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公共
住宅新建工程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109/02/19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9/02/19

（105建181）南港案新建工程
（107建078）廣銘大安區通化段新建工
程
傳真宏國承德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107建031）力麒天母西路案新建工程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2/19

（105建082）香榭帝寶新建工程
（107建029）森業營造忠孝東路案大樓
新建工程

祝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02/20

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2/18

（106建211）千曜開發莒光段新建工程

達詮有限公司

109/02/21

（107建019）嘉磐掬舍新建工程
第寶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期新建工程
（106建232）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
億成營造有限公司
6、8號修建工程
英屬維京群島商得第一室內裝修股份有
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80號裝修工程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7建161）中華機械總部暨存車中心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大樓新建工程
（107建072）立雋建設大同區大同段一
立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小段0583-000號等2筆新建工程
（107建072）立雋建設大同區大同段一
勇芝工程有限公司
小段0583-000號等2筆新建工程
（106建152）恆合建設江山新建工程
恆合營造有限公司

109/02/18 1號電梯機坑

109/03/06

109/03/11 3樓樑模

3樓樑模開口無防護

109/03/06

109/03/10 1樓電梯井。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3/06

109/03/11 外牆及機械停車坑施工架、地下1樓管道

（106建143）耕薪都市更新天母A案集合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新建工程

109/03/06

109/03/17 4-9樓外牆施工架

109/03/09

109/03/10

1樓電梯井未防護。
本工地外牆及機械停車坑施工架、地下1樓管道敬高差2公尺以
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本工地4-9樓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
防墜設施。
B棟外牆施工架、C棟外牆施工架、C棟3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
防護

109/03/01

109/03/04 外牆施工架

未設防墜設施

109/03/10

109/03/11 B區10樓樓板

B區10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107建065）新富開發德行東路住宅新
建工程

（106建068）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
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學校舍整體改建工程
（104建040）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B案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6建181）臺北市南港區小彎基地公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共住宅新建工程

B棟外牆施工架、C棟外牆施工架、C棟3
樓室內施工架

（107建002）岳泰建設萬華區福星段集
同豐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7建179）山沺藏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集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5建179）臺北市內湖區文德段三小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段88等7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4建077）國聚青田街新建工程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4建030）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A案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6建222）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高鋒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支援設施開發案新建工程

109/03/10

109/03/11 連續壁交流電焊機（3台）

109/03/13

109/03/17 圖書館旁施工架

109/03/14

109/03/18 外牆施工架。

於工地連續壁鋼筋籠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3台) ，其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跳接，無法正常作動。
僱用勞工於圖書館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109/03/14

109/03/24 各樓層陽台及7樓露臺邊緣。

各樓層陽台及7樓露臺邊緣未有防護。

109/03/14

109/03/16 天井施工架

109/03/16

109/03/18 1樓板車道處

109/03/21

109/03/25 B棟2樓帷幕外牆作業

（106建228）許錫煌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尚鶴營造有限公司

109/03/19

109/03/31 2至5樓樓板及外牆施工架

（106建218）信義區犁和段新建工程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3/22

109/03/25 1樓及2樓板

（107建2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
利榮營造有限公司
134號建築物維護事業工程

109/03/23

109/04/07 外牆施工架及閣樓

（105建121）長安雋新建工程

109/03/25

109/03/30

（105建226）台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二小
段623號商二大樓新建工程
傳真宏國承德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傳真宏國承德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107建189）丰禾居大樓新建工程
（103建008）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住宅
新建工程
（106建132）第一學生宿舍拆除重建工
程

大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勞工於天井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板車道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1樓及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及閣樓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及全區3座樓梯（地下4樓至屋
外牆施工架及全區3座樓梯（地下4樓至屋頂層）開口無防護
頂層）
僱用勞工於2樓露台、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2樓露台、外牆施工架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樓室內施工架
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地下室停車昇降直井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地下室停車昇降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傑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3/27

109/04/07

江志初（即雅屋空間設計工作室）
胤群工程行
金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3/29
109/03/29
109/03/29

109/04/07
109/04/07
109/04/07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3/31

109/04/06 全區施工架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4/05

109/04/07 中庭內側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107建119）新北建設松信路新建工程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07

109/04/08 開挖面至第2層支撐

（106建190）姚若麟等3人新建工程

傳錡耐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4/08

109/04/13 屋突2樓

（104建293）善淵創客大樓新建工程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11

109/04/14 屋頂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

漢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13

109/04/14 3樓走廊及露臺

3樓走廊及露臺開口未防護

松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13

109/04/15 全區外牆施工架、A樓梯

全區外牆施工架、A樓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
網等防護設備。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15

109/04/22 A棟挑高區施工架

A棟挑高區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

109/04/15

109/04/22 A棟挑高區施工架

A棟挑高區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

旭鼎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9/04/16

109/04/21 甲乙樓梯

甲乙樓梯開口未防護

（107建097）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
段384及373-7地號共2筆土地新建工程
（106建098）年豐建設（股）公司大同
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5建226）台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二小
段623號商二大樓新建工程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中庭內側施工架開口未防護、屋突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備。
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開挖支撐作業，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2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屋頂外牆施工架、1樓室內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
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建090）茗華園茶莊新建工程

日陽營造有限公司

109/04/17

109/04/27 外牆施工架

（107建139）壕華建設內湖區康寧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宏康復健專科裝修工程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109/04/20

109/04/24 全區外牆施工架、逃生梯

啟勝益工程有限公司

109/04/17

109/04/23 1樓廁所

（107建098）京倫隱苑新建工程

昇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20

109/04/21 地下3樓至1樓樓梯及1樓車道出口

109/04/20

109/04/27 A1區1樓樑模

109/04/20

109/05/01 屋頂及外牆施工架

109/04/22

109/04/27 外牆施工架

109/04/22

109/04/24 全區施工架

109/04/23

109/04/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04/25

109/05/06 入口處施工架、樓梯及外牆施工架。

（107建102）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
李怡婷（即柏君企業社）
學校舍改建工程
（106建17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
拓盛營造有限公司
巷新建工程
（107建101）內湖環山路林金葉住宅新
建工程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3建112）福清營造總部大樓新建工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6建183）捷運新町FM3.6集合住宅案
千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7建083）余賴鴛鴦住宅新建工程
天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樓廁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地下3樓至1樓樓梯及1樓車道出口高度兩公尺以上開口未防
護。
A1區1樓樑模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頂及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
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入口處施工架、樓梯及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地下3樓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
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高差超過1.5
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建068）臺北榮民總醫院新建醫療
大樓統包工程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25

109/04/28 地下3樓施工架

（106建152）恆合建設江山新建工程

恆合營造有限公司

109/04/28

109/04/29 外牆施工架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4/29

109/04/30 外牆及天井施工架。

外牆及天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4/30

109/05/01 X通風井支撐至開挖面

X通風井支撐至開挖面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營建施工管理作
業，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01

109/05/06 西側外牆施工架

西側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5/01

109/05/06 屋頂樑柱作業

高普機械有限公司

109/05/01

109/05/05 地下2樓機械停車鋼架

（105建189）健康大樓新建工程案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5/05

109/05/12 工地1區地樑頂部及全區第6層安全支撐

（105建189）健康大樓新建工程案

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109/05/05

109/05/12 1區地樑頂部及全區第6層安全支撐

大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08

109/05/13 2至6樓西側外牆施工架。

2至6樓西側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08

109/05/11 屋頂層施工架

屋頂層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09/05/13

109/05/26 外牆施工架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14

109/05/18 2樓B區管道間

（105建060）潘之龍住宅新建工程

金富譽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14

109/05/25 外牆施工架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09/05/14

109/05/26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2樓B區管道間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已發生物體飛落災害，有擴大之虞

（106建107）冠德建設中正區福和段新
建工程
（107雜041）（107建196）廣慈博愛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行政大樓第A標統包工程
（107建007）元大人壽總部大樓新建工
程
（107建007）元大人壽總部大樓新建工
程
（105建181）南港案新建工程

（107建047）臺灣大學徐州路文教會館
新建工程
（107建175）昶賀建設昆陽園住宅大樓
新建工程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109變使（准）023）IKEA內湖商場改
裝工程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2樓機械停車鋼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建229）中正區永昌段一小段787等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地號新建工程

109/05/20

109/05/21 8樓至R3F樓梯。

8樓至R3F樓梯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五‧五公尺、水平方向七‧五公尺內，未與穩
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國定古蹟臺北機廠柴電工場修復工程

逢昌營造有限公司

109/05/18

109/05/29 臺北機廠柴電工廠外圍施工架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5/20

109/05/23 B棟5、6、7樓外牆、中庭施工架

展圖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9/05/22

109/05/26 2樓控制室

2樓控制室開口未防護。

磐築石材企業有限公司

109/05/23

109/05/29 1樓大廳施工架

本工地1樓大廳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設備。

一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21

109/05/25 地下1樓機械車道入口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5/25

109/05/28 外牆施工架
內湖路新湖二路52號，人孔編號:0036，
0040，0038，0039，0037，0045，0087
人孔內超過容許暴露濃度10ppm。
109/06/09
，0173及0172共9處人孔之清管檢視作
業。
109/05/29 所有鋼構作業
鋼構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A區1樓施工架從事拆架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109/05/29 A區1樓施工架
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6/10 全區安全支撐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戲舞大樓T2103實驗基地整建計畫(A階段
工程)
（106建222）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支援設施開發案新建工程
（106建089）拓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6建045）宋狄威住宅新建工程

東區污水管渠設施檢視及維護工程(109年
宇泰豐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約式工程)

109/05/25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機械車道入口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敦南琴朗接待中心新建工程

精銳裝潢有限公司

109/05/27

（107建059）正隆杭州南路新建工程

賀成工程有限公司

109/05/27

（108建152）李中崙等3人新建工程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109/05/30

敦化北路155巷15號5樓後陽臺遮雨棚拆
除及更新工程

玉全鋁業有限公司

109/05/26

（105建099）臺北市嘉興街俞公館新建
工程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5/29

109/06/03

（107建255）幼兒園補習班新建工程

富翰營造有限公司

109/06/02

109/06/05

（107建198）鼎邦永吉路案新建工程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6/02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6/01

泰源建材有限公司

109/06/04

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6/05

109/06/08 2樓樓梯

2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林振興（即藝工工程行）

109/06/10

109/07/24 1樓屋頂

1樓屋頂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A棟12樓至15樓、B棟12樓至15樓外牆施工架從事
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
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108拆117）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南京營
區拆除工程
（105建173）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林森校
舍重建工程(誠樸樓新建工程)
天母東路8巷57號1樓屋頂修繕工程

109/05/29 5樓後陽臺
A、B棟全區外牆施工架、A、B棟全棟電
梯間（含梯廳）、B棟地下室升降機間

5樓後陽臺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B棟全區外牆施工架、A、B棟全棟電梯間（含
梯廳）、B棟地下室升降機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
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室內施工架及屋頂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室內施工架及屋頂層開口無防護
層
僱用勞工於第3層支撐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109/06/03 第3層支撐、筏基大底（含地梁）。
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筏基大底（含地梁）高差超過1.5公尺
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
109/06/04 屋突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東側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
109/06/05 東側外牆施工架
備。

（107建16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
區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06/09

A棟12樓至15樓、B棟12樓至15樓外牆施
109/06/10
工架

（103建278）和典建設吉林段一小段新
建工程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6/11

109/06/16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104建260）佳元聯合建設房屋新建工
程
（107建031）力麒天母西路案新建工程
（107建019）嘉磐掬舍新建工程
（107建229）中正區永昌段一小段787等
地號新建工程
（100建18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
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106建133、106建136）臺北市萬華區
新和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108拆076）南門市場大樓拆除工程
（108建133）昌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住
宅新建工程
109年度社子分隊、華山分隊暨中正中隊
整修工程
（107建086）成華樹說新建工程

總行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6/13

109/06/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力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寶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6/15
109/06/08

109/06/24 地下2樓至地下3樓車道
109/06/11 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2樓至地下3樓車道開口未防護。
未設防墜設施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109/06/16

109/06/18 地下1樓施工架。

地下1樓施工架開口未防護、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6/15

發生109年6月13日因載送施工架支撐過長，導致施工電梯上行
109/08/21 巨蛋棟東南側1號施工電梯(031EU00490) 故障，造成操作手及施工架勞工受傷（遭支撐倒塌擊中），受
傷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6條）。

東昇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6/19

109/06/29 全區2至4樓外牆施工架

全區2至4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6/24

109/06/29 工區北側3至7樓外牆施工架

工區北側3至7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成鴻營造有限公司

109/06/24

109/06/29 全區地樑

全區地樑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山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6/23

109/06/2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備。

真理營造有限公司

109/06/28

109/07/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9/07/03

109/07/06 全區地梁

全區地梁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109/07/04

109/07/14 樓梯間

（108建213）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公共住
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宅統包工程
（104建007）玖祐建設文山區萬慶段C案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新建工程
（106建020）延壽K區新建工程
（106建107）冠德建設中正區福和段新
建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7建042）裕永內湖區舊宗段00590005號新建工程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106建046）勤耕延吉案住宅大樓新建
工程
（108建129）大華建設台大華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樓梯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
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棟屋突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棟屋突外牆施工架、地下室機械停車昇降
109/07/14
地下室機械停車昇降直井施工架
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19樓樓板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09/07/07 19樓樓板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7樓電梯口、地下室施工架、2、3樓棄土 7樓電梯口、地下室施工架、2、3樓棄土口及4樓天井施工架未
109/07/09
有防護。
口及4樓天井施工架。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6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6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7

勝堡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7

109/07/17 2樓樓板四週。

2樓樓板四週未有防護。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09/06/20

109/09/02 全區(工務所除外)。

已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現場有物體倒塌、崩塌之立即危
害。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8

109/07/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9/07/10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８部）
"B棟7樓.8樓模板作業
c棟外牆施工架"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８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故障。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第2至3層支撐開口未防護。地下第2至3層支撐未設置安全
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哲在基礎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7/09

福興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7

109/07/14

（108建230）新碩華御新建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10

109/07/13 地下第2至3層支撐

壬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11

109/07/15 捷運雙連站1號出口施工架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13

109/07/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7/04

109/07/06 第三階安全支撐、地樑

第三階安全支撐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109/07/08

109/07/15 外牆施工架、2樓至13樓陽臺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2樓至13樓陽臺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
設置防護設備。

捷運雙連站至民權西路站間帶狀公園改造
統包工程
（103建008）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住宅
新建工程
（107建143）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綜合大
樓暨附設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5建192）泰禾基河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7建102）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
學校舍改建工程
富錦園大廈外牆整修工程
（108雜030）東榮華廈管理委員會-A棟
電梯增建工程
BC棟教室大樓外牆整修工程
（107建140）金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興
建工程
109年度忠孝樓南側外牆整修工程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14

109/07/20 A2區3樓施工架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09/07/14

109/07/29 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八湧營造有限公司

109/07/14

109/07/21 外牆施工架、1樓臨時用電開關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1樓臨時用電開關未設漏電斷路器

鼎璿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7/09

109/07/13 C棟西、東側邊4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109/07/09

109/07/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鴻逸營造有限公司

109/07/20

109/07/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098）京倫隱苑新建工程
昇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109年度敦品樓東
誠新營造有限公司
側外牆整修工程
市定古蹟助順將軍廟（晉德宮）第三期修
申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復工程

109/07/20

109/07/23 4至5樓外牆施工架

C棟西、東側邊4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場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設
備。
4至5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9/07/22

109/07/28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9/07/23

109/08/05 助順將軍廟(晉德宮)外牆及屋頂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喜來苑大廈外牆更新工程設計及施工

開創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7/24

109/08/01 全區施工架

（107建255）幼兒園補習班新建工程

富翰營造有限公司

109/07/23

109/08/11 全區外牆施工架、1樓至2樓坡道

（107建067）璞園寬心苑新建工程

璞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26

109/07/28 7樓以上全區外牆施工架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27

109/07/28 8樓E、F區樓板

8樓E、F區樓板開口未防護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7/31

109/08/04 穩定液池。

穩定液池開口未防護。

葉進雄（即葉記工程行）

109/08/03

109/08/07 地下6樓消防機房施工架

地下6樓消防機房1層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無防護。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06

109/08/10 南側（市民大道側）施工架及2樓板

南側（市民大道側）施工架及2樓板開口未防護。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07

109/08/10 3樓管道間

3樓管道間開口未防護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09/08/07

109/08/13 2樓樓板、全區施工架

昶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8/08

109/08/13 第3層安全支撐

金藏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1

109/08/13 鋼構上下設備施工架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1

109/08/14 工地外牆及管道間施工架。

工地外牆及管道間施工架未有防護。

（108建117）1樹巷新建工程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3

109/08/17 構臺側通道、基礎地樑全區

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
蓋、安全網等安全防護設備、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107建020）新碩華悅新建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6

109/08/18 14樓管道間及14樓陽台。

（106建137）芝蘭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4

109/08/18 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及屋突施工架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8建171）民凱建設民和街及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5建138）皇翔建設臨沂段一小段新
建工程
（102建8888）皇翔建設大同區市府段新
建工程
（107建157）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二小
段23、24、82、83、87、88、106、
120、126-2地號等9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獻堂館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暨週邊景觀工
程案
（107建119）新北建設松信路新建工程
（106建229）丹棠天津正義段三小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僱用勞工於2樓樓板及全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第3層安全支撐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鋼構上下設備施工架未在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公尺
內，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14樓管道間及14樓陽台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天井及屋突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107建112）智遊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華漾湖新建工程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8

109/08/24 機械停車機坑內施工架。

（107建028）三玉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9

109/08/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109/08/21

109/08/28 全區外牆施工架

嘉利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1

109/08/26 外牆及屋突施工架

外牆及屋突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5建192）泰禾基河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7建045）中山區金泰段住宅新建工
程
（108建001）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七
星大樓新建工程
（108建226）德悅開發延平北路新建工
程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機械停車機坑內施工架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2

109/08/24 1樓樓板開口部分

僱用勞工於1樓樓板開口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成功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4

109/08/25 第2層以上外牆施工架

第2層以上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09/08/23

109/08/27

南棟2至6樓空橋預留口樓板、北棟2樓露
臺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鋼樓梯、
南棟2至6樓空橋預留口樓板、北棟7樓樓
109/08/27
梯間施工架、北棟2樓露臺、地下1樓臨時
照明分電盤、天井施工架。

本工地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1樓鋼樓梯、南棟2至6樓空橋預
留口樓板、北棟7樓樓梯間施工架、北棟2樓露臺、天井施工架
開口無防護、天井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地下1樓臨時照
明分電盤未設漏電斷路器。

南棟2至6樓空橋預留口樓板、北棟2樓露臺開口無防護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3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5

109/08/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九榮工程有限公司

109/08/28

109/08/31 A棟4 Line及A至B Line區域

A棟4 Line及A至B Line區域施工架開口未防護、A棟4 Line及A
至B Line區域施工架開口無安全上下設備

德元結構鋼材有限公司

109/08/28

109/08/31 屋頂鋼結構

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8

109/09/01 1樓A區電梯井及B區樓梯

1樓A區電梯井及B區樓梯開口未防護

柏林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得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8/31

109/09/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4建043）吳興街600巷新建工程

新第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8

109/09/14 外牆施工架

（108建197）幼兒園及補習班新建工程
（107建016）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5建04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
224號新建工程
（107建102）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
學校舍改建工程

泰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09/01

109/09/04 2樓樓板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03

109/09/08 2樓至15樓天井施工架

2樓至15樓天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世仁營造有限公司

109/09/04

109/09/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07

109/09/11 A1區2樓板

（107建041）陳麗妃農舍新建工程

德合營造有限公司

109/09/08

109/09/11 外牆施工架、3樓陽臺

（109變使（准）023）IKEA內湖商場改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裝工程

109/09/10

109/09/14 北側及西側外牆施工架。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15

109/09/17 挑空區施工架

109年華江加壓站高架水塔池牆維護工程 曾志恆(即豐盛號工程行)

109/09/18

109/09/24 華江加壓站外牆施工架。

憲兵第202指揮部武崗彈藥庫整修工程

109/09/21

109/09/29 B庫房屋頂

（107建003）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
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107建132）沅利建設溪州街案新建工
程
（107建220）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原活動
中心拆除重建工程
（106建055）萬華區華江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7建119）新北建設松信路新建工程

川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3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側及西側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挑空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
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建077）臺北市北投區稻香合署大
樓新建工程

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2

109/09/23 本工地東區及西區地樑。

（106建040）玉成公園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3

109/09/26 13樓至屋突層南側天井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161）中華機械總部暨存車中心
大樓新建工程

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2

109/09/23 北側施工架

（108建045）維正建設立農段新建工程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8建171）民凱建設民和街及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7建078）廣銘大安區通化段新建工
程
（108建045）維正建設立農段新建工程
（108建231）新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北投區軟橋段新建工程
（107雜001）（107建063）廣慈博愛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第E標統包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2

109/12/15 全區基礎

本工地東區及西區地樑開口未防護。本工地東區及西區地樑未
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13樓至屋突層南側天井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
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北側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
安全防護設備。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8

109/09/30 1樓D梯電盤

1樓D梯電盤臨時用電未設漏電斷路器。

居家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9

109/10/07 大門口圍籬施工架

大門口圍籬施工架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109/09/29

109/10/06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09/26

誠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04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0/08

109/10/13 全區地樑

（106建230）元大晶華大樓新建工程

元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09

109/10/2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國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13

109/10/16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09/30

109/11/02 全區梯廳及西側電梯井

聯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15

109/10/20 1樓施工架及電梯井

大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15

109/10/1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太允營造有限公司

109/10/16

109/10/20 2至3樓北側施工架。

2至3樓北側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6建139）兆晉建設有限公司等商業
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040）玉成公園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6建055）萬華區華江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6建109）三通建設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7建220）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原活動
中心拆除重建工程
（107建132）沅利建設溪州街案新建工
程
(109建007)興昌區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06建143）耕薪都市更新天母A案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室機械停車鋼架及 全區外牆施工架、地下室機械停車鋼架及車臺板、天井施工架
車臺板、天井施工架
開口無防護
109/12/15 全區基礎
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鋼樑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109/10/06 地下1樓鋼樑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A、B棟3樓樓梯及施工架、C棟6樓電梯
井、C棟5至6樓施工架

全區地樑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A、B棟3樓樓梯及施工架、C棟6樓電梯井、C棟5至6樓施工架
開口未防護。
高差2公尺以上之地下3樓電梯井之護欄維護作業，未使用安全
網。
1樓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及未有上下設備，電梯井開口未防
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9/10/18
公司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109/10/19

109/10/20 B棟5至6樓樓梯。

B棟5至6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109/10/22 屋頂樓板。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16

109/10/21 全區施工架

屋頂樓板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0/14

鏡電視七樓資訊機房建置暨網路、電話佈
捷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線工程案

外牆施工架、8樓採光罩井施工架及4樓廊
外牆施工架、8樓採光罩井施工架及4樓廊道施工架開口無防
109/10/21 道施工架、地下1樓室內施工架及4樓廊道
護、地下1樓室內施工架及4樓廊道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施工架

109/10/20

109/10/26 機房6座配電箱

（106建020）延壽K區新建工程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0/22

109/10/28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A、B、C、D、E樓梯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9/10/24

109/10/26 全區外牆施工架

興鴻旭工程有限公司

109/10/24

109/10/26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3部)

（105建071）慈濟關渡人文志業中心二
期新建工程

（106建046）勤耕延吉案住宅大樓新建
工程
（108建009）光復南路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配電箱內中隔板未關閉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良導體上、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及濕潤場所作業，
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106雜017）（106建237）富邦人壽
A25新建工程
（107建137）美邦開發建設中正區中正
段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9拆099）璞永建設林森北路拆除案
（106建005）臺北市文山區萬芳段二小
段99-1地號等35筆新建工程
（107建023）富享建設大同區住商大樓
新建工程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0/23

109/10/28 組合屋2樓至屋頂、3樓至屋頂

組合屋2樓至屋頂勘口無防護、3樓至屋頂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金盟營造有限公司

109/10/28

109/11/02 地下1、2樓樓板

地下1、2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慶典工程行

109/11/02

109/11/04 4樓板及全區外牆施工架

4樓板及全區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02

109/11/06 本工地臨時斜坡。

本工地臨時斜坡開口未防護。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04

109/11/06 本工地10至11樓及22至23樓樓梯。

本工地10至11樓及22至23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109建198）天母雅築新建工程

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04

109/11/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138）寶徠信義新建工程

弘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1/04

109/11/07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0部)

（107建019）嘉磐掬舍新建工程

第寶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9/11/05

109/11/0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巨昇鷹架有限公司

109/11/06

109/11/09 A棟西向外牆施工架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

109/11/06

109/11/09 A棟西向外牆施工架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109/11/09

109/11/11 東南側13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08

109/11/13

109/11/07

109/11/10 1樓牆、柱施工架。

1樓牆、柱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9/11/16

109/11/17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9/11/16

109/11/19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6建236）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
（106建041）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公共
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139）士林天玉段社教館及住宅
新建工程

（107建243）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宅二期A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新建工程
（106建040）玉成公園集合住宅新建工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6建139）兆晉建設有限公司等商業
國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新建工程
市定古蹟前南菜園日式宿舍修復工程

有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19

109/11/22

（108建039）北投區稻香路新建工程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20

109/11/24

（108建068）臺北榮民總醫院新建醫療
大樓統包工程
鼎基大廈外牆整修工程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1/25

109/11/26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09/11/25

109/12/04

A、B、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A棟挑空區
施工架、B棟電梯井。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連續壁鋼筋籠電焊機(共10部)未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A棟西向外牆施工架從事拆架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西向外牆施工架從事監造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東南側13樓以上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A、B、C棟全區外牆施工架、A棟挑空區施工架、B棟電梯井高
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A、B棟5至6樓外牆施工架及6樓電梯井， 本工地A、B棟5至6樓外牆施工架及6樓電梯井，C棟8樓電梯井
C棟8樓電梯井及樓梯。
及樓梯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A、D棟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全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全區施工架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樓板、1樓外牆施工架(南側)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
1樓板、1樓外牆施工架(南側)
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３樓以上）
未設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外牆及屋頂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屈原宮修繕工程

群藝工程有限公司

109/11/30

109/12/07

（107建250）震一建設北安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豐譽聯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2/01

109/12/08 鋼骨四週。

（106建137）芝蘭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2/03

109/12/11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09/12/04

109/12/10 2至4樓中央分隔島及球區開口

（107建132）沅利建設溪州街案新建工
程
（108建231）新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北投區軟橋段新建工程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09/12/07
公司

109/12/10 A棟8至10樓及B棟8至10樓樓梯。

A棟8至10樓及B棟8至10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維瑞機械有限公司

109/12/08 全區鋼樓梯

僱用勞工於全區鋼樓梯從事貨梯鋼構組配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9/12/06

鋼骨四週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7建012）國立陽明大學士林校區創
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
(109建007)興昌區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07建111）全球人壽台北市成功段一
小段新建工程
艋舺大道92號樣品屋裝修工程
（109建057）中山段都市更新新建工程
（107建198）鼎邦永吉路案新建工程
（106建218）信義區犁和段新建工程
（107建147）頂禾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7建193）士林區陽明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7建016）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9變使（准）129）司法新廈大樓外
牆更新改善工程

典匠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9/12/09

109/12/23 車道區上方模板區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109/12/11

109/12/14 本工地2樓挑空區。

車道區上方模板區高差2公尺以上之拆模作業，未以架設施工
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本工地2樓挑空區開口未防護。

新屋力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13

109/12/16 屋突樓西北區域。

詠詠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12/15
109/12/11
109/12/17
109/12/29

110/01/15
109/12/14
109/12/21
109/12/31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05

110/01/08 1樓大廳及7至9樓施工架、9樓電梯井

1樓大廳及7至9樓施工架、9樓電梯井開口未防護。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05

110/01/07 構台至地下1樓區。

構台至地下1樓區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05

110/01/13 4樓至14樓東向陽臺

僱用勞工於4樓至14樓東向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年建營造有限公司

110/01/11

110/03/15 外牆施工架

發生勞工墜落死亡職業災害。

聖佳營造有限公司

110/01/08

110/01/27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2

110/01/14 D1棟13至17樓天井施工架。

D1棟13至17樓天井施工架未防護。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2

110/01/20 北側、南側5至9樓外牆施工架

北側、南側5至9樓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8

110/01/21 A棟3樓至屋突層室內及外牆施工架。

A棟3樓至屋突層室內及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王慶文

110/01/18

110/01/20 1樓梁模板

（106建125）拓璞案新建工程

順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22

110/01/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5建216）呂公館新建工程
（108建049）育達高職美仁段新建大樓
工程
（107建128）向陽開發建設漢口街新建
工程

禾進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0/01/26

110/02/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1樓梁模板從事模板支撐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26

110/01/28 電梯直井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

電梯直井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台運營造興業有限公司

110/01/27

110/01/28 地上2樓樓板

（107建126）合砌建築農安街新建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1/28

110/02/02 南向及天井施工架

北投中心新村聚落修復暨再利用第二期工
東盟營造有限公司
程

110/01/28

110/02/03 B5旁施工架、B5之屋頂、C2旁施工架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10/01/29

110/02/11 球體區1樓及鋼梁

（107建123）榮曜建設漢中段新建工程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02

110/02/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基地內搭設樣品屋與實品屋裝修工程

沐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2/03

110/02/05 全區施工架、2樓板

110/02/02

110/02/05 全區外牆施工架

信義區虎林街108巷138號裝修工程
（106雜040）（107建061）廣慈博愛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第D標統包工程
（106建221）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02210000號共17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139）士林天玉段社教館及住宅
新建工程
（106建012）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住宅
新建工程

（107建207）107建字第0207號新建工程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外牆施工架及1樓東側
第1階安全支撐至地下2樓開挖面
外牆施工架、6樓樑模及板模、6樓樓梯
屋突層施工架

屋突樓西北區域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及1樓東側不合格上下設備。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外牆施工架、6樓樑模及板模、6樓樓梯開口無防護
屋突層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地上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南向及天井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
下設備。"
球體區1樓及鋼梁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施工架、2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5建192）泰禾基河路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110/02/03

洲美街283號屋頂更新工程

蘇逢錦

110/02/05

市定古蹟南港臺電倉庫修繕工程

松肯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0/02/09

110/02/24 N1N2庫旁施工架第5層及第6層

安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8

110/02/22 工地1樓東側樓板

未設防墜設施

博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20

110/03/03 D棟外牆施工架

D棟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10/02/22

110/02/26 本工地2至3樓樓梯及3樓施工架

本工地2至3樓樓梯及3樓施工架未防護

（107建155）金華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格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25

110/03/03 全區外牆施工架、南側2樓至6樓陽臺

（107建089）臺北市文山區政大段二小
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北市108變使准字第053號）華和資產
天母德東382號擴大基地範圍工程
（107建012）國立陽明大學士林校區創
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

110/02/09 1樓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屋頂

1樓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
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南側2樓至6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未設防墜設施
僱用勞工於A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
護欄、護蓋、安全網等安全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8建152）李中崙等3人新建工程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110/02/25

110/03/02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建128）吉美信義大樓新建工程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19

110/02/23 西側景觀牆邊延伸架

（108建039）北投區稻香路新建工程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2/26

110/03/02 A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含屋突）

昆明街287號裝修工程

達力設計有限公司

110/03/03

110/03/04 2樓樓板

（106建137）芝蘭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157）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二小
段23、24、82、83、87、88、106、
120、126-2地號等9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
（107建168）聖德福建設圓山ART承德
路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97）森原‧愛山林南港R13新建
工程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
畫案基地臨光復南路路型改善工程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03

110/03/05 外牆施工架

永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07

110/03/11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
全網等安全防護設備。

同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3/08

110/03/10 本工地屋突1樓樓板。

本工地屋突1樓樓板開口未防護。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08

110/03/10 3-5樓甲樓梯、北側外牆施工架

本工地3-5樓甲樓梯、北側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
防護設備。

邦興營造有限公司

110/03/10

110/03/12 工區吊掛作業

從事吊掛作業發生鋼索斷裂。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11

110/03/16 全區外牆施工架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08

110/03/1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元俊裝潢有限公司

110/03/09

110/03/11 電箱(分電盤)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臨時用電設備未設置漏電斷路器。

立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4

110/03/26 全區外牆施工架、樓梯

全區外牆施工架、樓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祝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7

110/04/01 外牆施工架、10樓管道

春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7

110/04/15 全區雨遮、屋頂板、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6

110/04/01

萬鎰營造有限公司

110/03/26

（108建117）1樹巷新建工程
（107建176）內湖區碧湖段二小段自辦
更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信義區基隆路1段139號1樓裝修工程
（107建072）立雋建設大同區大同段一
小段0583-000號等2筆新建工程
（105建082）香榭帝寶新建工程
（108建018）新富西湖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8建049）育達高職美仁段新建大樓
工程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10樓管道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
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屋突外牆施工架及屋頂層鋼
外牆施工架、屋突外牆施工架及屋頂層鋼梁開口無防護。
梁。
110/03/30 1樓開挖面。
1樓開挖面開口無防護。

（109拆015）京華城拆除工程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千譜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110/03/26

110/03/30 地下1樓及地下2樓。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9

110/04/06 北棟西側外牆施工架

（108建117）1樹巷新建工程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9

110/03/31 全區外牆施工架

誌興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03/30

110/04/01 1樓施工平臺、2樓梁。

1樓施工平臺、2樓梁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3/31

110/04/01 全區4樓板

捷運雙連站至民權西路站間帶狀公園改造
壬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統包工程

110/04/07

110/04/09 雙連站2號出口2公尺以上

（107建158）阿曼學學新建工程

110/04/08

110/04/09 13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

110/04/09

1101119

全區4樓板開口(樓梯，天井)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
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僱用勞工於13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高度
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竹架、3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10/04/09

110/04/13 2樓樓板

110/04/11

110/04/20 樓梯間施工架及2、3樓樓板邊緣開口。

（109建047）台北市敦化段住宅新建工
程
（107建239）鴻亞興城街住宅新建工程

陳勇証（即勇鑫工程行）

（110拆013）萬華區福星段二小段都市
正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更新事業計畫案-拆屋工程
(109建7077)文山區景美段五小段341地號
泉鋒室內裝潢工程有限公司
等4筆土地搭建接待中心工程
（107建102）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學校舍改建工程

全區施工架、3樓陽臺

地下1樓及地下2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北棟西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
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
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
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2樓樓板開口未防護、2樓樓板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樓梯間施工架及2、3樓樓板邊緣開口未有防護。

（108建129）大華建設台大華新建工程

麗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12

110/04/13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020）新碩華悅新建工程
（107建159）大安區辛亥段四小段0017
之0001地號新建工程
（105建099）臺北市嘉興街俞公館新建
工程
（108建006）皇鼎一品新建工程
（109建277）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
共住宅統包工程
（107建176）內湖區碧湖段二小段自辦
更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13

110/04/21 全區外牆施工架

安家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14

110/04/1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富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0

110/04/23 A、B棟全區外牆施工架

建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0

110/04/22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A、B棟全區外牆施工架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未設置，開口未防
護。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0

110/04/21 全區構臺

構臺開口無防護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3

110/05/04 1至13樓樓梯

本工地1至13樓樓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設備。

台肥大樓南向外牆整修工程

昌坤營造有限公司

110/04/23

110/04/29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6建160）華造三世新建工程
（108建025）中鼎集團第二總部大樓統
包工程
（108建117）1樹巷新建工程
（109拆133）
（109拆106）大業路390號拆除工程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5

110/04/28 全區外牆施工架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5

110/04/29 屋頂鋼梁及屋突外牆施工架

屋頂鋼梁及屋突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4/28
110/04/26
110/05/04

110/04/30 天井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
110/05/11 本工地外牆施工架(竹架)
110/05/17 外牆施工架

（108建170）大華榮芯新建工程

旺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4

110/05/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大理街-接待中心工程案
（106建160）華造三世新建工程
（103建278）和典建設吉林段一小段新
建工程
（106建221）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02210000號共17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吳思瑩(即日誠企業社)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7
110/05/11

110/05/13 全區施工架
110/05/17 外牆施工架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11

110/05/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及屋突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未設置防墜措施，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施工架未防護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5

110/05/13 陽台周圍(14樓至15樓)

未設防墜設施

（107建016）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永明區民活動中心大樓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台灣三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永明區民活動中心大樓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拓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程

110/05/15

110/05/2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110/05/12

110/05/19 外牆施工架、1樓臨時分電盤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1樓臨時分電盤未設漏電斷路器

110/05/12

110/05/1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7建148）濟盟東新街新建工程

嘉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6/04

110/06/08 B棟2樓至5樓陽臺，露梁

（106建216）森美新建工程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6/17

110/06/21 中庭景觀區

私立三軍幼兒園中庭採光罩整修工程

僱用勞工於B棟2樓至5樓陽臺，露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中庭景觀區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使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未規劃安全通道，於
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並於下
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高差超過1.5公
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定強工程有限公司

110/06/19

110/07/02 中庭採光罩

詳益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6/30

110/07/02 A、B棟外牆施工架

新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6/29

110/07/06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A、B棟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三井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7/05

110/07/12 外牆施工架、屋頂分電盤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屋頂分電盤未設漏電斷路器

富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7/08

110/07/13 1樓至8樓鋼構、1樓樓板邊緣及大門口前

未設防墜設施

舍香永陞石牌案銷售中心搭建工程

聖高工程有限公司

110/07/08

110/07/13 外牆施工架

停車場地坪標線油漆作業

藍金樹(即湧泉工程行)

110/07/12

雙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7/12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110/07/12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7/14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事業單位於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使用含甲苯之有機溶劑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55號地下室1樓 作業，未設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
及地下室2樓。
等之作業場所，未供給作業勞工輸氣管面罩，並使其確實佩戴
使用。
僱用勞工於地下3樓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110/07/19 地下3樓電梯井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地下3樓電梯井從事監造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110/07/19 地下3樓電梯井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10/08/10 地上樓層。
發生勞工墜落死亡職業災害。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0/07/17

110/07/23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無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0/07/17

110/07/23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無防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7/19

110/07/26 外牆、1樓室內及挑空區施工架。

外牆、1樓室內及挑空區施工架未有防護。

瓏山林營建股份有限公司
廣隆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10/07/27
110/07/28

110/07/29 西側2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110/08/02 外牆鋁框花台。

興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7/31

110/08/03 地下1樓樓板

西側2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外牆鋁框花台作業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7建118）內湖區石潭段三小段493號
等八筆土地新建工程
（108建117）1樹巷新建工程
（110拆016）寶豐隆敦南大樓舊有建築
物拆除工程
（108建009）光復南路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7雜027）（107建242）廣慈博愛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第C標統包工程
（107雜027）（107建242）廣慈博愛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第C標統包工程
（107建020）新碩華悅新建工程
（108建031）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宅二期E
基地新建工程
（107建243）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宅二期A
基地新建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7建185）延平段住宅新建工程
虎林街70巷37號4樓室內裝修工程
（109建116）大同區大同段522等4筆地
號新建工程
（106建080）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癌醫中心醫院「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
心」新建工程
（108建062）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86
巷8號修建工程

日商清水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10/07/31
公司

110/08/04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億成營造有限公司

110/08/09 2樓以上施工架

2樓以上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10/08/04

（104建199）方原開發北投區立農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9建168）大安區信義路3段147巷47
號增建工程
（106建041）臺北市萬華區莒光段公共
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130）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
儀館二期整建工程
（108建130）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
儀館二期整建工程
（107建095）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四小
段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光復南路485號樣品屋裝修工程
（108建186）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
（108建186）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
(109拆096)拆除工程
（108建079）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9建257)僑馥建經房屋拆併建工程

福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05

110/08/09 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安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8/04

110/08/09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世鑫營造有限公司

110/08/09

110/08/1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拆架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楊瑞禎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10/08/12

110/08/16 地下2樓

地下2樓板開口無防護。

應州工程有限公司

110/08/12

110/08/16 地下2樓

地下2樓板開口無防護。

龍進營造有限公司

110/08/17

110/08/20 棄土坑

棄土坑未設安全上下設備、未設擋土支撐

永鉅國際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勁強營造有限公司
蔡孟哲建築師事務所
田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18
110/08/21
110/08/21
110/08/19

110/09/08
110/08/23
110/08/23
110/10/04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1

110/08/24 B棟1~3樓外牆及6樓挑空區施工架。

B棟1~3樓外牆及6樓挑空區施工架未有防護。
未設置防墜措施、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A棟南側客梯、B棟南側客梯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外牆施工架
10樓板(東南側)
10樓板(東南側)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及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樓板(東南側)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樓板(東南側)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防護

萬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4

110/09/07 外牆竹架(全區)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偉銓營造有限公司

110/08/27

110/08/30 A棟南側客梯、B棟南側客梯

（108建113）東亞經建榮星段集合住宅
大樓新建工程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7

110/09/01 15樓至屋突2樓。

（108建179）和鼎懷生段新建工程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9

金盟營造有限公司

110/08/28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8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10/09/06

110/09/10

大型演講廳外側施工架、舊機館A、B棟外 大型演講廳外側施工架、舊機館A、B棟外牆施工架、舊機館B
牆施工架、舊機館B棟1、2樓室內施工架 棟1、2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6建112）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
新館新建工程

昌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06

110/09/10

大型演講廳外側施工架、舊機館A、B棟外 大型演講廳外側施工架、舊機館A、B棟外牆施工架、舊機館B
牆施工架、舊機館B棟1、2樓室內施工架 棟1、2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05建133)105建133新建工程
（106建156）東驛南港東新案新建工程
（106建080）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癌醫中心醫院「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
心」新建工程
（108建240）連雲臺北學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26）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集合
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8建021）北投區溫泉段四小段是山
新建工程

利榮營造有限公司
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09
110/09/09

110/09/10 2樓樓板四周及2樓樓梯口
110/09/10 外牆施工架(全區)

2樓樓板四周及2樓樓梯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全區)無防護

日商清水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10/09/11
公司

110/09/16 3樓露臺外牆施工架、西側外牆施工架

3樓露臺外牆施工架、西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展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13

110/09/16 地下1樓至地下3樓電梯井施工架。

富永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11

110/09/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鐿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15

110/09/16 11樓外牆施工架

（108建223）松江路大樓新建工程

三井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19

110/09/30 外牆施工架及1樓挑高區施工架。

地下1樓至地下3樓電梯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11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組架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
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及1樓挑高區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外牆施工架未設
安全上下設備。

（107建137）美邦開發建設中正區中正
段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6建181）臺北市南港區小彎基地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5樓至屋突2樓未防護。

地下2樓變壓器、6樓及汽車昇降直井施工 地下2樓變壓器未設置護圍、6樓及汽車昇降直井施工架開口無
架
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110/09/0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地下3樓排氣機房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
110/09/06 地下3樓排氣機房
具、設備，未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110/09/01

興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2

110/09/23 汽機車停車機坑、柱施工架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3

110/09/24 21樓至屋突2樓外牆施工架。

汽機車停車機坑、柱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汽機車停車機坑、柱施工架高差超過1.5公尺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備。
21樓至屋突2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4

110/09/29 B1棟外牆施工架

B1棟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及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6
110/09/26

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8

110/09/27 西側6樓板
110/09/27 10樓以上電梯井、樓梯、外牆施工架。
1樓露天施工排架、地下2樓階梯教室施工
110/10/05
排架、J樓梯。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8

110/10/04 捷運通風井外牆施工架

西側6樓板開口高度超過2公尺未防護。
10樓以上電梯井、樓梯、外牆施工架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樓露天施工排架、地下2樓階梯教室施工排架、J樓梯開口無
防護。
捷運通風井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及安全網等防護
設備。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28

110/12/10 隧道潛盾機機械作業。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偉銓營造有限公司

110/10/02

110/10/07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7建123）榮曜建設漢中段新建工程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05

110/10/08 11樓至15樓外牆施工架。

（108建236）首敦旭日大樓新建工程

鴻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05

110/10/08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8建230）新碩華御新建工程
（108建165）廣宇建設萬和案新建工程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06
110/10/07

110/10/12 12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
110/10/12 A棟天井施工架。

（107建119）新北建設松信路新建工程

昶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07

110/10/12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

（107建137）美邦開發建設中正區中正
段二小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金盟營造有限公司

110/10/09

110/10/18 2樓以上東、南側外牆施工架。

2樓以上東、南側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109建101）和歌誠美新建工程

擎安工程有限公司

110/10/08

110/10/14 連續壁之交流電焊機（2台）。

於工地連續壁鋼筋電焊作業使用之交流電焊機(2台) ，其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跳接，無法正常作動。

110/10/12

110/10/15 本工地18至21樓樓梯。

工地18至21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110/10/15

110/10/27 全區施工架。

全區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9建116）大同區大同段522等4筆地
號新建工程
（105建198）帝璽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066）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B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057）華誼民權大同段新建工程
（107建239）鴻亞興城街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56）國立臺灣大學人文館新建
工程
（100建18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
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
線（第一期工程）CQ840區段標工程

（107建002）岳泰建設萬華區福星段集
鵬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合住宅新建工程
臺灣銀行萬華分行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
欣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程

A棟14樓板，B棟13樓至17樓預留垃圾管
道、水電管道，B棟13樓天井。

（107建059）正隆杭州南路新建工程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14

110/10/18

柏林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10/10/18

110/10/28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建227）士林開發陽明致遠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

禾享工程有限公司

110/10/19

110/11/09

（107建198）鼎邦永吉路案新建工程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0/24

（107建239）鴻亞興城街住宅新建工程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10/25

本工地編號1、3、4、7、10號交流電焊
機。
屋突施工架、2至10樓陽臺及天井施工
110/11/03
架。
110/10/27 內牆施工架。

（102建8888）皇翔建設大同區市府段新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程

110/10/31

110/11/15 9至15樓施工之室內施工架。

（110拆099）璞全建設致遠一路一段拆
除工程

110/11/01

110/11/09 全區外牆施工架、2樓至4樓。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發生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法第27條）。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11樓至15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12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A棟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墜設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害之虞。
外牆施工架及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及天井施工架未設安全上
下設備。

A棟14樓板，B棟13樓至17樓預留垃圾管道、水電管道，B棟13
樓天井高差超過2公尺開口有墜落之虞。
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本工地編號1、3、4、7、10號交流電焊機裝設置旁路開關，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無法正常作動。
屋突施工架、天井施工架、2至10樓陽臺開口無防護及天井施
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內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設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害之虞。
9至15樓施工之室內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
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2樓至4樓樓板開口無防護及全區外牆施工架
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1

110/11/03 天井施工架。

天井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2

110/11/10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及全區外牆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
備。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3

110/11/09 外牆施工架及5-6樓梯。

外牆施工架及5-6樓梯開口未有防護。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3

（108建078）內湖區西湖段二小段162、
泰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63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10/10/01

（109建128）吉美信義大樓新建工程
（110拆130）新碩建設「新碩大砌」新
建工程
（107建193）士林區陽明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9建142）恆悅建設中正雋詠新建工
程

(110拆139)拆除工程

陳勇証（即勇鑫工程行）

110/11/04

（105建155）文山晶硯新建工程

裕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3

（108建249）南京S2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43）翡儷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8建112）君岳岳榕莊新建工程
三軍總醫院汀州院區綜合大樓防水整修工
程
（109建036）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活
動中心新建工程

崇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宗輝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06
110/11/10
110/11/11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110/11/08

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

110/11/11

福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11

大安區四維路164之3號5樓屋頂更新工程
（107建043）翡儷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7建173）耕薪連雲街大樓新建工程
（109建277）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
共住宅統包工程
（109建277）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
共住宅統包工程

葉盈豐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豐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0/11/11
110/11/11
110/11/12

第4層安全支撐及移動梯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高度1.5
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110/10/08 全區外牆施工架。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110/11/05 外牆施工架(全區)。
外牆施工架未設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
110/11/18 外牆施工架。
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10/11/12 外牆施工架、11樓電梯口及10樓管道間。 外牆施工架、11樓電梯口開口及10樓管道間開口未有防護。
110/11/11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10/11/12 2樓板管道間及2樓樓梯。
2樓板管道間及2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1樓傘狀構造物處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1樓傘狀構造物處施
110/11/12 1樓傘狀構造物處。
工架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至2樓丙樓梯、2樓板開口無防護；1樓至地下1樓未設安全上
110/11/15 1至2樓丙樓梯、2樓板及地下1樓。
下設備。
1至2樓丙鋼樓梯、2樓板、4樓夾層鋼梁開口無防護；1樓至地
1至2樓丙鋼樓梯、2樓板、4樓夾層鋼梁及
110/11/15
下1樓未設安全上下設備；地下1樓高度2公尺以上牆模未設工
地下1樓高度2公尺以上牆模。
作臺。
5樓屋頂。
5樓屋頂未設防墜設施。
110/11/15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10/11/16 8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8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15

110/11/18 全區地梁。

廖晏瑋（即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

110/11/15

110/11/18 全區地梁。

丹堤咖啡石牌店裝修工程

宇曜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10/11/15

110/11/23 外牆施工架。

丹堤咖啡石牌店裝修工程

譽晟營造有限公司

110/11/15

110/11/23 外牆施工架。

（109建241）羅丹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5建038）常殷泊美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振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17

110/11/18 地下1樓板及1樓梁板。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外牆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外牆
施工架未與構造物妥實連結。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外牆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外牆
施工架未與構造物妥實連結。
地下1樓板及1樓梁板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17

110/11/19 3至8樓外牆施工架。

3至8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8建186）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

勁強營造有限公司

110/11/17

110/11/19 5至8樓南側外牆施工架。

老松公園改善工程

金弘營造有限公司

110/11/23

110/11/24 施工架(混凝土溜滑梯區)、蓄水池。

110/11/21

110/11/26 A棟外牆施工架及全區地梁。

A棟外牆施工架、全區地梁開口無防護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10/11/22

110/11/2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9建036）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活
動中心新建工程

（108建048）璞真永吉案住宅大樓新建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10建049)福星段二小段0388-0000號等7
崧驊營造有限公司
筆新建工程

110/11/05 第4層安全支撐及移動梯。

全區地梁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全區地梁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5至8樓南側外牆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
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建001）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七
星大樓新建工程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21

110/11/24 全區施工架。

（107建085）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
宅二期統包工程

全區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偉銓營造有限公司

110/11/23

110/11/29 A棟天井施工架。

A棟天井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8建038）臺北市內湖國小新孝悌樓
新建工程接續工程

文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0/11/23

（107建198）鼎邦永吉路案新建工程
（108建146）榮華一鹿新建工程
(110拆121)拆除工程
（107建232）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
號土地地上權案總包工程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忠明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11/23
110/11/25
110/11/26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0/11/26

（107建031）力麒天母西路案新建工程

力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1/29

洪清安建築師事務所

110/11/29

110/12/02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中鴻營造有限公司

110/11/29

110/12/02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屋突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0/11/24

110/11/29 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未設防墜設施。
5樓屋頂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1樓板、地下1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08建232）臺北榮民醫院手術室新建
工程
（108建232）臺北榮民醫院手術室新建
工程
（107建030）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房屋
新建工程
萬大路9號5樓屋頂修繕工程
（108建173）詔安建設中山松悅新建工
程
（109建229）安康段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外牆施工架、3樓教室雨遮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
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
帶之防墜設施。
110/11/26 A棟南側施工架。
A棟南側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10/11/2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10/12/06 外牆施工架(全區)。
外牆施工架未設防墜設施。
挑空區排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防
110/11/29 挑空區排架。
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樓梯(1樓至屋頂)、屋 全區外牆施工架、乙樓梯(1樓至屋頂)、屋突層樓梯開口無防
110/12/08
突層樓梯。
護。
110/12/01 外牆施工架、3樓教室雨遮。

正發行

110/12/02

110/12/03 5樓屋頂。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2

110/12/03 1樓板、地下1樓板。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2

110/12/09 工區連續壁導溝處。

110/12/02

110/12/10 外牆施工架。

110/12/05

110/12/07 外牆施工架。

（107建209）台北市北投區泉源段四小
展發營造有限公司
段366地號新建工程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研究大樓耐震能力補
山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強工程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天井區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第5層安全支撐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安全母索及人員未穿戴安
全帶。
工區2樓及2樓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
防墜設施及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107建126）合砌建築農安街新建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7

110/12/09 外牆施工架、天井區施工架。

（109建142）恆悅建設中正雋詠新建工
程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8

110/12/09 第5層安全支撐。

（108建050）內湖321K01停車場新建工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10/12/08

110/12/10 工區2樓及2樓施工架。

順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9

110/12/10 本工地4至6樓外牆施工架及4至6樓樓梯。 本工地4至6樓外牆施工架及4至6樓樓梯開口未防護。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9

110/12/13 地下2樓樓板。

僱用勞工於地下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山源發有限公司

110/12/10

110/12/22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防墜設施。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10/12/13

111/01/05 外牆及車道處施工架。

外牆及車道處施工架開口未有防護。

金盟營造有限公司

110/12/13

110/12/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109建221）樂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8建100）朋記建設芝蘭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號旁停車
塔拆除工程
（107建012）國立陽明大學士林校區創
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
(108建203)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三小段
0361-0002地號新建工程

(109建275)三磐舍紫貳期新建集合住宅工
程
（105建173）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林森校
舍重建工程(誠樸樓新建工程)
（107建001）亞昕華威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9建022）恆合龍泉段109-0022號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9建258）臺北植物園溫室整建工程

立向營造有限公司

110/12/14

110/12/15 地上2樓樓板。

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0/12/14

110/12/17 北側外牆施工架(RC牆)。

國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14

110/12/17 18至19樓外牆施工架。

得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2/16

110/12/17 機坑區施工架。

佳恩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10/12/16

110/12/21 1樓溫室施工架。

110/12/17

110/12/21 全區外牆施工架。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17

110/12/23 外牆施工架、2至6樓。

外牆施工架、2至6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程俊強建築師事務所

110/12/17

110/12/23 2至6樓。

2至6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18

110/12/22

110/12/18

110/12/24 外牆施工架。

110/12/21

110/12/23 地下管道間。

110/12/21

110/12/24 屋頂板。

恩興營造有限公司

110/12/23

110/12/27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以上區域。

宏昕營造有限公司

110/12/24

110/12/27 各樓層棄土孔。

各樓層棄土孔開口未防護。

莊輝和（即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111/01/01

111/03/10 2至4樓

2至4樓樓板開口無防護。

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

111/03/10 4樓鋼樑

4樓鋼樑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5

111/01/11 2樓1區雨庇鋼梁、B棟與C棟電梯井鋼梁

2樓1區雨庇鋼梁、B棟與C棟電梯井鋼梁開口無防護。

蔡玉花（即英暉工程行）

111/01/06

111/01/10 2樓板

僱用勞工於2樓板從事外牆施工架組立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恆合營造有限公司

111/01/06

111/01/07 2樓板

2樓板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7

111/01/13

鵬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7

111/01/14 15樓以上全區外牆施工架

15樓以上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

洪金和（即和鑫實業行）

111/01/07

111/01/14 3號電梯井

3號電梯井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防護措施。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7

111/01/11 1樓室內施工架

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未有防護。

（110拆149）阿曼開發(中山區長安段1小
大鋼牙營造有限公司
段0703-000等6筆地號)建物拆除工程
（110拆082）長青樓建築物拆除工程暨
停車場鋪設工程
（110拆082）長青樓建築物拆除工程暨
停車場鋪設工程
（109建151）新美齊心居新建工程

（106建197）森原‧愛山林南港R13新建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00建181）遠雄旅館及辦公大樓新建
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
（110拆138、139）懷生726案拆屋及廢
森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棄物運棄工程
（109建131）台北市內湖區康寧段危老
拆除暨新建工程
(110拆136)國立臺北大學建國校區產業研
發中心新建營運移轉案-既有校舍拆除工
程
（109建123）臺北市敦化國小校舍拆除
改建工程主體工程
（109建123）臺北市敦化國小校舍拆除
改建工程主體工程
（107建232）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
號土地地上權案總包工程
（109建183）寶和稙秀新建工程
（109建022）恆合龍泉段109-0022號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39）虹欣建設南港區玉成段三
小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7建002）岳泰建設萬華區福星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02）岳泰建設萬華區福星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001）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七
星大樓新建工程

僱用勞工於地上2樓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
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側外牆施工架(RC牆)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安全防
護設備。
18至19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害之
虞。
僱用勞工於機坑區施工架從事從事施工架拆架作業，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樓溫室施工架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外牆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1樓室內施工架、5樓樓梯平台及6樓天景
平台。

1樓室內施工架、5樓樓梯平台及6樓天景平台開口未有防護。
外牆施工架開口未有防護。
地下管道間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有墜落之虞未設置安全防墜設
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屋頂板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
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及1樓以上區域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
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B棟3樓及9樓陽臺開口、B棟15樓陽鋼梁開 B棟3樓及9樓陽臺開口、B棟15樓陽鋼梁開口、地下2樓電梯直
口、地下2樓電梯直井吊料平臺
井吊料平臺開口未設防護。

（108建227）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機廠基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10拆019）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大樓拆除工程
（108建186）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
（107建193）士林區陽明段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
（106建012）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住宅
新建工程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9

111/01/13 南棟天井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7

111/01/10 東側外牆施工架

勁強營造有限公司

111/01/08

111/01/10 3樓至5樓北、東、西側外牆施工架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0

111/01/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毅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1/01/10

111/01/12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建258）臺北植物園溫室整建工程

佳恩營造實業有限公司

111/01/10

111/01/13 鋼樓梯(1樓至頂樓)

（107建138）寶徠信義新建工程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1

111/01/13 1樓至地下1樓車道頂板

（109建032）瑞安信義大樓新建工程

家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1

111/01/13 東側地下2樓樓板至地下3樓樓板通道

國立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第一期工程 潤昶有限公司

111/01/12

111/01/13 3、4樓露臺

（108建217）基泰建中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

111/01/21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8建222)御府建設興順二期新建工程

元洲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4

111/01/20 地下2樓至地上1樓室內施工架

（107建098）京倫隱苑新建工程

昇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6

111/01/20 地上1樓至3樓施工架

（108建012）登峰大廈都市更新案新建
工程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

111/01/14 3樓板及2樓外牆施工架

安家國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6

111/01/20 地上3樓至8樓外牆施工架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7

111/01/26 A棟地上5樓至12樓天井施工架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8

111/01/20 12至16樓外牆施工架

12至16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8

111/01/20 B2棟10至12樓外牆施工架

B2棟10至12樓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9

111/01/27 北側外牆施工架

北側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天玉街接待中心裝修工程

東基鋼鐵有限公司

111/01/20

111/01/24 鋼構屋頂

天玉街接待中心裝修工程
（106建139）兆晉建設有限公司等商業
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198）鼎邦永吉路案新建工程

東基鋼鐵有限公司

111/01/20

111/01/24 鋼構屋頂

國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22

111/02/08 C棟北側2樓至15樓施工架

久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1/25

111/01/27 A棟8至10樓外牆施工架

柏林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11/01/26

111/01/27 全區外牆施工架

北區資材調度中心建置工程

碧山工程有限公司

111/02/10

111/02/15 2、3樓開口處、電梯井、施工架

（108建116）萬華區華中二小段0191000-0002地號新建工程
（109建028）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女中調
車場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051）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A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066）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B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073）三美實業南港段三小段41
地號新建工程

南棟天井施工架及電梯直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東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3樓至5樓北、東、西側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鋼樓梯(1樓至頂樓)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
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
墜設施。
1樓至地下1樓車道頂板開口未防護。
僱用勞工於東側地下2樓樓板至地下3樓樓板通道從事營建施工
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防護。
地下2樓至地上1樓室內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
落災害之虞。
地上1樓至3樓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害之
虞。
僱用勞工於3樓板及2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
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地上3樓至8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
害之虞。
A棟地上5樓至12樓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
落災害之虞。

僱用勞工於鋼構屋頂從事鋼構組裝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於鋼構屋頂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C棟北側2樓至15樓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
害之虞。
A棟8至10樓外牆施工架未設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110雜025)元利建設雜項工作物新建工程 五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0

111/02/14 西側導溝。

（108建196）忠孝98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禾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0

111/02/16 南側外牆施工架。

（109建198）天母雅築新建工程

加興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2

111/02/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建067）寶紘敦南商業大樓新建工
程
(107建233)金聯政大麗堡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249）南京S2住宅新建工程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1

111/02/16 5樓鋼梁。

賀建營造有限公司
崇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1
111/02/11

111/02/18 北側地上2樓至6樓外牆施工架。
111/03/07 外牆施工架及頂層樓板開口。

（108建236）首敦旭日大樓新建工程

鴻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3

111/02/16 外牆及停車設備機坑內施工架。

朱炳輝(即勇昌工程行)

111/02/14

111/02/17 全區外牆施工架。

鵬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5

111/02/22 全區14樓以下外牆施工架。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9

111/02/23 西側天井施工架。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9

111/02/23 全區天井施工架。

（106建160）華造三世新建工程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23

111/03/03 1樓汽車升降口施工架。

（108建001）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七
星大樓新建工程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23

111/02/25 1樓施工架。

柏林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11/02/24

111/02/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24

111/03/02 屋突層外牆施工架。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111/02/24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2/24

（109建241）羅丹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新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2/18

(111拆018)拆除工程

宏昕營造有限公司

111/02/25

北投區建民路162巷11號3樓防水工程

淞柏工程有限公司

111/03/02

（103建186）躍馬壹號敦南旅館新建工
程

勝堡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3/02

（107建228）士林區天玉段一小段新建
工程

崇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03

（109建078）岩鼎峰雅房屋新建工程

嘉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03

（108建019）宏普建設長安段二小段
683-2地號等13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107建002）岳泰建設萬華區福星段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051）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A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066）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B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8建217）基泰建中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7建012）國立陽明大學士林校區創
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
（106雜017）（106建237）富邦人壽
A25新建工程

西側導溝開口未設防護；高差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備。
僱用勞工於南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5樓鋼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側地上2樓至6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
外牆施工架及頂層樓板開口未有防護。
外牆及停車設備機坑內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
緣及開口部分未有防護。
全區外牆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14樓以下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未設置防護設
備。
西側天井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未設
防護；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全區天井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未設
防護。
1樓汽車升降口施工架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
備。
1樓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
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西側外牆施工架、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
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
備。
屋突層外牆施工架高度2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地下4樓甲區樓板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未設
111/03/01 地下4樓甲區樓板。
防護；高差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5樓樓板四周、5樓至4樓樓梯及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係高差2公
5樓樓板四周、5樓至4樓樓梯及5樓以上外
111/02/22
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牆施工架。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係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
111/03/02 外牆施工架。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之防墜設施。
外牆施工架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
111/03/07 外牆施工架。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111/03/04 全區外牆施工架。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
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111/03/09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3樓板周邊，全區外牆施工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
111/03/07 3樓板周邊，全區外牆施工。
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11/02/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9建128）吉美信義大樓新建工程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07

111/03/18 3樓至5樓外牆施工架。

金山名人大廈外牆更新工程

勤實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09

111/03/16 外牆施工架。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3/11

111/03/21 地上3樓天井施工架。

地上3樓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

連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11

111/03/1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全區外牆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3/11

111/03/14 多功能區9樓鋼梁。

多功能區9樓鋼梁開口無防護。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3/13

111/03/15 B棟地上16樓至19樓天井施工架。

B棟地上16樓至19樓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13

011/03/14 屋突。

（107建143）臺北市立景美女中綜合大
樓暨附設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6建197）森原‧愛山林南港R13新建
工程
（107建232）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
號土地地上權案總包工程
（107建243）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宅二期A
基地新建工程
（108建259）三豐建設長安匯新建工程

（108建242）全營建設福德段新建工程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107建180）?暘建設松露院住宅新建工
騰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
（108建243）台北市南港區重陽里向陽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路新建工程

3樓至5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
1至3層外牆施工架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工地場所，未設置
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僱用勞工於屋突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
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設防護。
C棟地上2樓至5樓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災
害之虞。

111/03/16

111/03/25 全區外牆施工架。

111/03/17

111/04/07 C棟地上2樓至5樓施工架。

111/03/18

111/03/22 外牆施工架。

永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111/03/18

111/03/23 全區外牆施工架。

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22

111/03/29 北側5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

安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23

111/03/28 地上2樓至8樓外牆施工架。

地上2樓至8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勝岳營造有限公司

111/03/24
111/03/24

111/03/28 東面及北面外牆施工架。
111/03/29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

東面及北面外牆施工架開口未防護。
外牆施工架、天井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1/03/29

111/04/01 A棟天井施工架、A棟15至17樓A1樓梯。

A棟天井施工架、A棟15至17樓A1樓梯開口無防護。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01

1110407

地下1樓與1樓樓板 。

"1.地下1樓與1樓樓板未設防護 。
2.地下1樓與1樓樓板高差1.5公尺以上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406

1110411

屋頂鋼梁、裙樓鋼梁。

屋頂鋼梁、裙樓鋼梁開口無防護。

富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0

1110414

A棟16樓以上甲乙梯。

A棟16樓以上甲乙梯高度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
等防護措施。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2

1110414

西區及東區3至12樓天井施工架。

西區及東區3至12樓天井施工架未設防護。

（108建045）維正建設立農段新建工程

東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0

1110413

1樓板。

（108建021）北投區溫泉段四小段是山
新建工程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0

1110425

2樓至16樓東側陽臺、10樓至16樓西側陽
臺、10樓至16樓天井施工架。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3

1110415

全區外牆施工架。

銘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6

1110419

全區外牆施工架。

（108建162）公園大院-森活館新建工程 合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5

1110422

全區外牆施工架。

柏林大廈外牆修繕工程
（108建099）金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工程
（107建089）臺北市文山區政大段二小
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8建165）廣宇建設萬和案新建工程
（108建119）108建字第119新建工程
（107建039）虹欣建設南港區玉成段三
小段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106建215）大陞開發建設承德案集合
住宅B棟新建工程
（108建210）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大樓（
BOT）新建工程
（108建009）光復南路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7建023）富享建設大同區住商大樓
新建工程

（107建247）台北市內湖區（東湖案）
住商大樓新建工程
（108建169）北投奇岩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側5樓至14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墜措施，勞工有發生墜落
災害之虞。

僱用勞工於1樓板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
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2樓至16樓東側陽臺、10樓至16樓西側陽臺、10樓
至16樓天井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
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108建171）民凱建設民和街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行政院主計總處「廣博大樓外牆及1樓設
施整修工程」
（109建208）豐華開發敦化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108建086）政大首席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08建249）南京S2住宅新建工程
懷生案接待中心工程
（107建239）鴻亞興城街住宅新建工程
（108建233）世田介案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
（111建047）集順生僑安案新建工程
（109建253）韋昌画清江集合宅新建工
程
（109建116）大同區大同段522等4筆地
號新建工程
（107建079）中山國中綜合大樓新建工
程
（107建079）中山國中綜合大樓新建工
程
（109建149）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新建工程
（108建186）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
（107建102）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
學校舍改建工程
（108建155）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113巷
24號新建工程
（109建251）松山區寶清段四小段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109雜038）忠孝麗園電梯增建工程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8

1110425

陳勇証（即勇鑫工程行）

1110418

1110420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21

1110422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1110419

1110427

崇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精銳裝潢有限公司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421
1110422
1110427

1110511
1110429
1110503

京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勞工於A棟南側施工架、B棟南側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
等作業，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僱用勞工於5樓外牆施工架從事拆架作業，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
5樓外牆施工架。
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未回
全區外牆施工架。
復，施工架與結構體間開口超過20公分未設置防護設施。
僱用勞工於全區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
全區外牆施工架。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外牆施工架。
外牆施工架未有防護。
2樓及屋頂鋼梁、外牆施工架。
2樓及屋頂鋼梁、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1至15樓北側、西側及天井外牆施工架。 11至15樓北側、西側及天井外牆施工架未設防護。
機械停車機坑施工架及臨時吊料口及西側 機械停車機坑施工架及臨時吊料口及西側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
外牆施工架。
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設施。
1.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外牆施工架。
2.外牆施工架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僱用勞工於地下1樓電梯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等作業，高度2公
地下1樓電梯井。
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A棟南側施工架、B棟南側施工架。

1110427

1110510

日商日本國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1110429
公司

1110520

慶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502

1110504

興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504

1110509

10至12樓外牆施工架及11至12樓樓梯。

10至12樓外牆施工架及11至12樓樓梯未設防護。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505

1110509

B區1樓板。

1.B區1樓板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設施。
2.B區地下1樓至1樓板高度超過1.5公尺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備。

邱永章建築師事務所

1110505

1110509

B區1樓板。

B區1樓板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防護措施。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1110505

1110510

1至3樓樓梯間、3樓板及外牆施工架。

勁強營造有限公司

1110506

1110509

9至12樓外牆施工架。

1至3樓樓梯間、3樓板及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未
設置安全防護設施。
9至12樓外牆施工架未設防護。

呂紹雄（即鼎堃工程行）

1110509

1110513

信義樓外牆施工架。

信義樓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駿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510

1110527

外牆施工架。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17

1110524

全區外牆施工架。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19

2樓至屋頂鋼梁。

僱用勞工於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高度超過2公
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全區外牆施工架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安全防護
措施。
1.2樓至屋頂鋼梁開口無防護。
2.2樓至屋頂鋼梁未設安全上下設備。

（108建210）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大樓（
BOT）新建工程
（108建210）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大樓（
BOT）新建工程
（108建210）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大樓（
BOT）新建工程

承甲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110518

1110602

8、9、11、16、17樓。

8、9、11、16、17樓樓板開口未設防護。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18

1110602

8、9、11、16、17樓及屋頂鋼構。

8、9、11、16、17樓及屋頂鋼構開口無防護。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110518

1110602

8、9、11、16、17樓。

8、9、11、16、17樓樓板開口未設防護。

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國華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10523

（108建048）璞真永吉案住宅大樓新建
工程

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20

1110524

A、B棟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

信義區基隆路2段153號裝修工程

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0527

1110601

(全區)施工架。

大禮堂左側逃生出口上方採光罩。

大禮堂左側逃生出口上方採光罩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
未設置安全防護措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A、B棟5樓以上外牆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
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防護設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全區)施工架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防護設施。

（110拆049）忠孝勤靜大樓拆除工程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建227）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機廠基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107建077）良昱建設玉泉段565號集合
笙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新建工程

1110527

1110531

2樓及3樓。

2樓及3樓高度超過2公尺以上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1110529

1110602

北棟天井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

北棟天井施工架及外牆施工架開口無防護。

1110531

1110606

6至9樓外牆施工架。

6至9樓外牆施工架未設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