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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單位：千元

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富里鄉萬寧村8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6.10核銷) 96,000 94,54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怡泰興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瑞穗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6.17核銷) 96,500 94,9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安台電業行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國華里活動中心周邊運動健身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07.14核銷) 98,000 92,8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晟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新城鄉七星潭社區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新城市(100.07.22核銷) 98,000 97,19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權里活動中心設施及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07.28核銷) 89,634 89,6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榛企業社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崗國中音樂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28核銷) 504,800 489,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權里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2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康萊企業(股)公司

普德家電(股)公司

基匠企業有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光復鄉鄉內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08.02核銷) 98,000 96,819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朋工程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主和里活動中心及主和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9核銷) 95,000 93,52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長餘國際有限公司

普德家電(股)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光復鄉大進村堤防環境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08.22核銷) 98,000 95,76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六批(主力里中華路

317巷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國福里里內基層建設工程】
併謝國榮另有獎補助，結算金額共475,739  設備及投資占

186,338)

花蓮市(100.08.30核銷) 98,000 93,17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富里鄉永豐村7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8.30核銷) 95,000 94,67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瑞穗鄉瑞美村瑞美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及設備工

程
瑞穗鄉(100.08.30核銷) 74,300 50,36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元鋁門窗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新城鄉嘉新公園內涼亭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9.07核銷) 96,000 95,94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富里鄉學田村3鄰往12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學田村3鄰往12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楊文值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275,185

富里鄉(100.09.07核銷) 98,000 94,294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本表為全年報)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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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富里鄉學田村3鄰往12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吳江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楊文值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275,185

富里鄉(100.09.07核銷) 90,000 86,59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富里鄉學田村3鄰往12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萬寧村9鄰護坡工程】
楊文值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275,185

富里鄉(100.09.07核銷) 98,000 94,294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吉安鄉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9.15核銷) 98,000 97,26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興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享里里內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0.05核銷) 98,000 92,88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國福里里內路燈及反光鏡工程 花蓮市(100.10.05核銷) 98,000 92,7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嘉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新城鄉各村內基層建設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10.14核銷) 95,000 94,85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壽豐鄉樹湖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1.14核銷) 45,000 4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鑫立企業社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有里里民休憩室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95,000 94,8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愷華資訊企業社

廣誠五金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

(併余夏夫、林春生等3案，結算金額共2,100,000)

花蓮市(100.11.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寓賀光電科技實業有

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享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11.29核銷) 97,000 96,17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泰宇環境工程有限公

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民享里里內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16核銷) 98,000 92,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鑫工程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設備(潛水重裝組)工程 花蓮縣(100.12.19核銷) 96,5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潛水貓器材有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張正治、謝國榮、蔡啟塔、劉曉玫、邱永双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10,000 9,91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國華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50,000 47,47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宜璟景觀工程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主和里活動中心及主和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95,000 87,37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新達興木器裝潢有限

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市國華里活動中心殘障步道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50,000 46,43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鈺山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30核銷) 96,980 91,09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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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新城鄉順安村農路排水改善工程 新城鄉(101.01.04核銷) 98,000 96,95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通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1.01.06核銷) 98,000 95,23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地通信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內路燈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8,000 90,52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地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22核銷) 80,000 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電波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康樂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07.28核銷) 50,000 48,8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龍輝水電工程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康樂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08.15核銷) 85,000 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玄通佛具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新城村(秀林國中後面)排水溝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9.07核銷) 95,000 94,74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翰昇土木包工業有限

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嘉里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09.13核銷) 93,000 71,17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杜邦電器行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嘉里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90,000 89,9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元茂國際企業(股)公

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新城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09.13核銷) 98,000 97,8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龍輝水電工程行

七圓電器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500,000 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9.28核銷) 97,800 97,52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錦隆綢布莊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康樂村大同路社區公園內遊憩設施工程 新城鄉(100.10.14核銷) 95,000 94,53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公所辦公室設辦工程 新城鄉(100.10.14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玩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地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0.25核銷) 80,000 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台灣富士全錄(股)公

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消防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02核銷) 200,000 197,14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築夢園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

燦坤實業(股)公司

世達資訊企業社

技佳中古電器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大漢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12.08核銷) 50,000 45,5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錄港辦公家具整合設

計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2.13核銷) 50,000 47,62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錦興工程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16核銷) 85,000 84,5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竣豐企業社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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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消防局新秀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1核銷) 95,000 88,32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氣工程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立公墓(神像等)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12.21核銷) 95,000 93,69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設施工程 花蓮縣(101.01.02核銷) 85,000 84,92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僑泰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順安村社區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1.01.02核銷) 85,000 84,79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安和企業社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康樂村(大同街、大方街)排水溝改善工程 新城鄉(101.01.04核銷) 95,000 94,05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1.01.04核銷) 95,000 93,31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氣工程行

緯霖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竣豐企業社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順安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1.01.06核銷) 98,000 94,341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樸美資訊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公所辦公設備工程 新城鄉(101.01.10核銷) 750,000 749,79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鳳信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鳳林鎮(101.01.10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崇德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秀林鄉(101.01.10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崇德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北濱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10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北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宜昌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1.01.11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康樂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1.01.11核銷) 75,000 72,8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天華繡莊佛具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卓溪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卓溪鄉(101.01.11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溪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信義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11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信義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林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鳳林鎮(101.01.11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林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台體實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順安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1.01.11核銷) 35,000 3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元(股)公司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七圓電器行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北昌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1.01.11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賴進坤 新城鄉嘉里社區兒童遊樂設施工程 新城鄉(101.01.12核銷) 98,000 96,16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嘉新村村內彩繪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05.30核銷) 90,000 88,85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美的油漆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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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北昌國小風雨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5.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佳鴻企業社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7.14核銷) 300,000 299,84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全行

佳新電氣冷凍行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燦坤實業(股)公司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永裕行

賀琮事業有限公司

永邦電訊有限公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抽水站等機電廠房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08核銷) 95,000 62,86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樺易企業社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區公園等土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08核銷) 95,000 90,2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樺易企業社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區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09.07核銷) 95,000 94,7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樺易企業社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主勤里)監視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560,000 5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國盛里)監視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9核銷) 600,000 6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市中華路461巷口)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66,000 16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公所苗場圍籬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09.23核銷) 95,000 90,2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樺易企業社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光復鄉內路燈工程 光復鄉(100.11.16核銷) 98,000 90,203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泰昌水電工程行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國興里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98,000 92,5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第二次(100)路牌、反射鏡改善工程─第二批

(國興里里內反射鏡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60,000 56,2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弘毅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九批﹝民德里

(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

【核定名：民德里(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

程】

(併謝國榮、張正治等3案，結算金額共313,318)

花蓮市(100.11.29核銷) 150,000 140,78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市花蓮縣立老人會館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12核銷) 35,000 33,08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順路發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4段綠美化工程 壽豐鄉(100.12.21核銷) 95,000 94,97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騏霖景觀工程行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壽豐鄉志學村忠孝排水涵管設施工程 壽豐鄉(100.12.21核銷) 98,000 97,7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春暉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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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楊文值、張正治、謝國榮、劉曉玫、邱永双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300,000 297,297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富里鄉學田村村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富里鄉(101.01.04核銷) 98,000 90,26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中正派出所排水改善工程 花蓮縣(101.01.04核銷) 60,000 59,2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明樺金屬工程行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新城鄉公所廳舍冷氣設備等2巷工程

【核定名：新城鄉公所廳舍冷氣設備工程】

併蔡啟塔、楊文值(獎補助)等2案，結算金額共

498,477 獎補助占300,000

新城鄉(101.01.12核銷) 200,000 198,47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光復鄉大平公園內LED看板設施工程 光復鄉(101.01.12核銷) 95,000 93,66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呂興工程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明恥國小體能攀爬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06.10核銷) 1,196,000 1,1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小綠人系統科技有限

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中正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6.10核銷) 96,500 96,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市衛生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24核銷) 95,000 94,4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上將電業社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玉里鎮啟模里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7.11核銷) 80,000 79,54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達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中華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11核銷) 15,000 1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明禮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併楊文值之獎補助，結算金額共2,500,000)

花蓮市(100.07.19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言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學學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中華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7.20核銷) 24,000 22,92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立貴電料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中華國小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20核銷) 56,000 5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創奕科技實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綠美化工程 花蓮縣(100.08.30核銷) 95,000 94,9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虹霖園藝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壽豐鄉內LED照明路燈等三項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內LED照明路燈工程】
(併葉鯤璟、蕭文龍，結算金額共3,000,000)

壽豐鄉(100.09.19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誠加科技(股)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壽豐鄉樹湖村山邊路一段路面改善工程暨水璉村南

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水璉村南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莊枝財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77,881)

壽豐鄉(100.11.14核銷) 60,000 56,173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福順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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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壽豐鄉樹湖村山邊路一段路面改善工程暨水璉村南

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樹湖村山邊路一段路面改善工程】
(莊枝財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77,881)

壽豐鄉(100.11.14核銷) 95,000 88,94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福順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壽豐鄉樹湖村山邊路一段路面改善工程暨水璉村南

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水璉村南坑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莊枝財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77,881)

壽豐鄉(100.11.14核銷) 35,000 32,76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福順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90,000 89,2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東豐里石光、坪頂、竹林)及(國富14

街)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件

【核定名：(國富14街)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潘富民，結算金額共144,270)

花蓮縣(100.12.26核銷) 54,500 54,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內部設備工程】

(併施慧萍、邱永双等3案，結算金額共2,360,000)

花蓮縣(100.12.28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學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市國裕里(中琉公園)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97,000 92,1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億鍠營造(股)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萬榮鄉公所辦公室發電機房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1.01.0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偉金屬工程有限公

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忠孝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0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忠孝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市主權里主權社區活動中心周邊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1.01.06核銷) 98,500 97,9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繼陽建材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自強派出所ＬＥＤ顯示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1.01.11核銷) 50,000 49,5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金昊工程行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化仁國中(棒球隊)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5.23核銷) 98,000 78,76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宣兆企業有限公司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縣立體育場(國福壘球場)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1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無；首長本權責 稻香電器行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中正國小棒球隊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2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瑞穗國小(棒球隊)練習網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07.0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忠孝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07.22核銷) 99,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忠孝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志學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及設施工程 壽豐鄉(100.07.28核銷) 99,000 98,4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志學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北昌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8.0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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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秀林國中改善教學環境設施及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08.0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秀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宏光學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豐濱國小(棒球隊)設備工程 豐濱鄉(100.08.22核銷) 98,000 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豐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豐濱國小(棒球隊)練習網設施工程 豐濱鄉(100.08.2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豐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明禮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明廉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2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廉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忠孝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11.22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忠孝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明禮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11.24核銷) 99,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太陽神廣告企業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瑞美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及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12.08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鴻宇個性傢俱

花新企業有限公司

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魏嘉賢
新城鄉內LED路燈等2巷工程

【核定名：新城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笛布斯等2案，結算金額共3,000,000)

新城鄉(101.01.12核銷) 2,000,000 2,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5.30核銷) 30,000 29,7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地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22核銷) 80,000 73,2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中正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2核銷) 528,000 5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中正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2核銷) 510,000 51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創意家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中原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05核銷) 1,360,000 1,31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豐學教育用品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縣警察局中華派出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13核銷) 98,000 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元茂國際企業(股)公

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民生里(美崙溪抽水站)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9.15核銷) 95,000 94,01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正棕鋼鋁業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2案，結算金額共400,000)

花蓮縣(100.09.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等5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工程】

(併林春生、黃振富、劉曉玫、何禮臺等5案，結算金

額共963,354)

花蓮市(100.11.03核銷) 200,000 173,4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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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北昌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1.16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佳鴻企業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主權里活動中心周邊景觀燈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65,000 61,56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無；首長本權責 蕭氏企業有限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豐裡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1.21核銷) 500,000 4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明恥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1.29核銷) 99,000 98,7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花東帆布鐵架行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新城鄉順安村反射鏡工程 新城鄉(100.11.29核銷) 98,000 91,18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華海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鳳林鎮北林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0.12.21核銷) 98,000 92,853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全晟行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鑄強國小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21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明恥國小音樂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樂器設備工程】

(併游美雲等3案，結算金額共1,120,000)

花蓮市(100.12.30核銷) 198,000 1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明禮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2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全晟行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吉安鄉永安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1.01.04核銷) 99,000 98,42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全晟行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十批(福建一街

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有廣場（國稅局前）排水溝改

善工程】

(併黃振富、張正治等4案，結算金額共644,278)

花蓮市(101.01.06核銷) 153,000 151,8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壽豐鄉公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1.01.06核銷) 98,000 97,409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鼎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市立圖書館樂齡分館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

【核定名：花蓮市立圖書館樂齡分館設施改善工

程】

併李秋旺、楊文值(獎補助)等3案，結算金額共

250,019 獎補助占85,007)

花蓮市(101.01.11核銷) 100,000 82,5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杰富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宜昌國小學生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0.06.02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民運里污水下水道管線設施改善工程等二件工程

【核定名：民勤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
(併施慧萍，結算金額：178,879)

花蓮市(100.06.02核銷) 90,000 85,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宜昌國中走廊鐵欄杆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0.06.17核銷) 99,000 98,937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第 9 頁，共 41 頁



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國慶里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08核銷) 98,000 93,36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禾陞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民勤里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8核銷) 95,000 89,8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東輝儀器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六批(主力里中華路

317巷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國福里里內基層建設工程】
(併楊文值另有獎補助，結算金額共475,739  設備及投資占

186,338)

花蓮市(100.08.30核銷) 98,000 93,16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民勤里人行道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30核銷) 50,000 47,42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民意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13核銷) 98,000 90,71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瑞穗鄉舞鶴村村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100.09.15核銷) 98,000 97,25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德原水電行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局吉安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9.15核銷) 80,000 79,60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宏榛企業社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華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21核銷) 250,000 2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施金樹等2案，結算金額共400,000)

花蓮縣(100.09.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100年度花蓮市區路燈增設工程暨路燈災害搶修─花

蓮市裕民路及富裕2街配合台電路燈地下化及零星路

燈工程等2案

【核定名：民勤里里內路燈工程】
(併李秋旺，結算金額共1,555,187)

花蓮市(100.10.05核銷) 90,000 88,02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錦鋐水電有限公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立老人會館雨棚等5項併案工程

【核定名：花蓮縣立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
(併公所配合款，結算金額共301,384)

花蓮市(100.10.11核銷) 97,000 96,88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主權里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0.25核銷) 68,000 66,70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民意里里內環境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10.27核銷) 98,000 91,65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泰宇環境工程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中正派出所停車棚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1.16核銷) 98,000 97,06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震澔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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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國華里活動中心樓地板及花蓮市林森路293巷

公有廣場地面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1.16核銷) 98,000 92,7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鈺山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九批﹝民德里

(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

【核定名：民德里(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

程】

(併蔡啟塔、張正治等3案，結算金額共313,318)

花蓮市(100.11.29核銷) 85,000 79,21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備工程-乒乓球桌等 花蓮市(100.12.08核銷) 75,000 6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喬山健康科技(股)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08核銷) 95,000 92,9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氣工程行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元茂國際企業(股)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及安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2.12核銷) 80,000 79,20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巨鼎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宜昌國中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2.12核銷) 99,000 98,96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宜昌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瑞穗鄉瑞北村村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100.12.12核銷) 98,500 97,25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順泰水電行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秀林鄉景美村農路護欄工程 秀林鄉(100.12.19核銷) 98,000 96,252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立山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明恥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21核銷) 98,000 96,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中興保全(股)公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楊文值、張正治、蔡啟塔、劉曉玫、邱永双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200,000 198,19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民意里里內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2核銷) 98,000 95,5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化道路131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等四件

【核定名：(化道路131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4案，結算金額共1,026,208)

花蓮縣(101.01.06核銷) 93,145 93,14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化道路131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等四件

【核定名：(大陳新村等2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4案，結算金額共1,026,208)

花蓮縣(101.01.06核銷) 284,791 284,79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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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化道路131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等四件

【核定名：(民孝里里內東興2街等共3部)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4案，結算金額共1,026,208)

花蓮縣(101.01.06核銷) 197,976 197,9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化道路131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等四件

【核定名：(民孝里里內林園2街等共9部)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4案，結算金額共1,026,208)

花蓮縣(101.01.06核銷) 450,296 450,2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中美1街化道路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等2案

【核定名：(中美1街化道路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

(併謝國榮等2案，結算金額共272,154)

花蓮縣(101.01.11核銷) 113,152 109,52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中美1街化道路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等2案

【核定名：(中美13街40巷巷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謝國榮等2案，結算金額共272,154)

花蓮縣(101.01.11核銷) 162,626 162,62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民意里社區公園遊憩設施工程 花蓮市(101.01.11核銷) 98,000 96,9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富里鄉福岡蝕溝設施工程 富里鄉(101.01.12核銷) 98,000 64,02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明恥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5.30核銷) 238,000 237,92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卓眾視聽科技(股)公

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玉東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5.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晟弘工程行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崗國中管樂室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5.30核銷) 98,000 97,2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花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哈魯蜜企業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新城村新城公園籃球場設施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葉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瑞穗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6.17核銷) 98,000 97,97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晟弘工程行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中正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24核銷) 250,000 2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達數位系統(股)公

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萬榮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0.08.08核銷) 98,000 96,921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金源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明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09核銷) 720,000 719,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達數為系統(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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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內部設施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8.30核銷) 95,000 94,9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雅堂空間設計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榮正街271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東興3街200巷與東興2街口)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
(併劉曉玫等3案，結算金額共430,208)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11,502 111,5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榮正街271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國興3街與國民5街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
(併劉曉玫等3案，結算金額共430,208)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81,797 181,7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100年度花蓮市區路燈增設工程暨路燈災害搶修─花

蓮市裕民路及富裕2街配合台電路燈地下化及零星路

燈工程等2案

【核定名：花蓮市裕民路及富裕2街配合台電路燈地

下化及零星路燈工程】
(併謝國榮，結算金額共1,555,187)

花蓮市(100.10.05核銷) 1,500,000 1,467,16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錦鋐水電有限公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國威里里內美綠化工程 花蓮市(100.10.27核銷) 16,700 15,79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富星花園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13核銷) 80,000 6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喬山健康科技(股)公

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壽豐鄉立圖書館粉刷美化工程 壽豐鄉(101.01.10核銷) 81,500 81,23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豐年營造有限公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市立圖書館樂齡分館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

【核定名：花蓮市立圖書館樂齡分館設施改善工

程】

併施金樹、楊文值(獎補助)等3案，結算金額共

250,019 獎補助占85,007)

花蓮市(101.01.11核銷) 100,000 82,5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杰富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新城鄉公所廣場前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8,000 96,70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博愛園藝造景種苗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北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7.14核銷) 97,443 97,44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盈彩企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派出所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結算金額共：180,510元)

花蓮縣(100.08.02核銷) 82,510 82,5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昌暉企業社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永豐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8.30核銷) 78,465 78,46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昌暉企業社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市舊鐵道徒步園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9.07核銷) 97,000 96,38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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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天祥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69,899 62,27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昌暉企業社

龍泉飲用水設備有限

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

【核定名：(富強路與富吉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何禮臺等4案，結算金額共461,673)

花蓮縣(100.09.21核銷) 66,174 66,17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

【核定名：(富強路與富裕11街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
(併何禮臺等4案，結算金額共461,673)

花蓮縣(100.09.21核銷) 63,983 63,98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

【核定名：(裕民街與富裕2街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
(併何禮臺等4案，結算金額共461,673)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31,516 131,5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榮正街271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榮正街271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李秋旺等3案，結算金額共430,208)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36,909 136,90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消防局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09.23核銷) 88,484 81,4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元盛鋼鋁業有限公司

花新企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北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0.05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麗崧書局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秀林分駐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0.25核銷) 75,000 74,86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氣工程行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11.01核銷) 98,000 97,95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佳東企業社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01核銷) 89,799 89,79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昌暉企業社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等5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併林春生、黃振富、施金樹、何禮臺等5案，結算金

額共963,354)

花蓮市(100.11.03核銷) 200,000 173,4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壽豐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1.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詠弘國際展覽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市主權里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14核銷) 40,000 30,45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麗崧書局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1.14核銷) 95,000 94,28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富可達企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豐川派出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1.16核銷) 99,000 98,96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第 14 頁，共 41 頁



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壽豐鄉鹽寮村大橋38號前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11.16核銷) 98,000 97,7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春暉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壽豐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11.21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鼎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22核銷) 38,000 3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東一醫材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消防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22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築夢園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西寶國小LED跑馬燈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12.05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西寶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市舊進豐營區(調解委員會)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05核銷) 98,000 93,0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鑫工程行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明恥國小校內飲水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16核銷) 180,000 1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津賀盛企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壽豐鄉立平和托兒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12.16核銷) 95,000 94,77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徐碩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楊文值、張正治、謝國榮、蔡啟塔、邱永双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200,000 198,19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佳民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施及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12.26核銷) 60,000 5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佳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光復鄉鄉內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2.26核銷) 98,000 95,76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鵬工程行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件工程

【核定名：(自立二街2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劉曉玫等4案，結算金額共873,814)

花蓮縣(100.12.30核銷) 223,814 223,8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豐裡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壽豐鄉(101.01.11核銷) 42,000 42,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市區舊鐵道徒步園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12核銷) 97,000 96,6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寬華實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公所大門車道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5.30核銷) 95,000 90,22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寬華事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民運里污水下水道管線設施改善工程等二件工程
(併謝國榮，結算金額：178,879)

花蓮市(100.06.02核銷) 98,000 93,27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崗國中桌球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10核銷) 57,000 57,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全民體育用品社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新城鄉大漢公園涼亭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8,000 97,19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亞順營造有限公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舊進豐營區(花蓮市公所管理)兒童遊戲室廳舍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市(100.07.11核銷) 95,000 90,25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寬華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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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國治里(中山路、節約街、新港街)路燈及路面

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02核銷) 98,000 92,14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中華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北昌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8.0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景物企業社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民政里龍鳳公園及民政里社區花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30核銷) 50,000 47,4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資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40,000 32,5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中徠科技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民生里社區公園休憩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9.15核銷) 98,000 92,8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晟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中正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0.19核銷) 2,000,000 2,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科儀企業社

創意家資訊有限公司

光峰科技(股)公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主和里活動中心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1.02核銷) 98,000 93,21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秀林鄉佳民村村內(佳民國小旁道路)路燈工程等2件

工程

【核定名：佳民村村內(佳民國小旁道路)路燈工程】

(併笛布斯等2案，結算金額共82,139)

秀林鄉(100.11.22核銷) 15,000 14,495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長宏電訊企業社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主權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及(大富村及

大豐村)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項

【核定名：(主權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張峻等2案，結算金額共837,100)

花蓮縣(100.12.01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瑞穗國小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2.21核銷) 65,000 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中原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12.26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內部設備工程】

(併邱永双、莊枝財等3案，結算金額共2,360,000)

花蓮縣(100.12.28核銷) 460,000 4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學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國防里萬壽公園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98,000 97,46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化仁國中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

【核定名：設施改善工程】

(併笛布斯、黃振富等3案，結算金額共289,433)

吉安鄉(100.12.30核銷) 83,000 78,16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名合工程行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國防里里內萬壽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2核銷) 98,000 93,06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公所跑馬燈顯示看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11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教昱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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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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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花蓮市主信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1.01.11核銷) 50,000 47,5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壽豐鄉溪口村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暨水璉村南坑

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水璉村南坑簡易自來水設施工程】

(併笛布斯等2案，結算金額共277,953)

壽豐鄉(101.01.11核銷) 120,000 104,232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茂坤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05.19核銷) 156,000 148,72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明禮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5.19核銷) 90,000 89,7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銀發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北埔村(東方羅馬社區)排水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5.30核銷) 90,000 89,78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定通企業社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嘉里村社區內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05.30核銷) 98,000 97,69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不斷電設施工程
(併龔文俊、黃振富，結算金額：99,000)

花蓮市(100.05.30核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立托兒所入口走道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8,000 97,78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逢聖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周邊圍牆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06.17核銷) 98,000 97,931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6.24核銷) 50,000 49,8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喬泰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玉里鎮大禹里里內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7.01核銷) 95,000 94,95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鈺慶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玉里鎮源城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7.01核銷) 48,000 4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裕行

正佳電器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文蘭國小體能攀爬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07.01核銷) 1,190,000 1,1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文蘭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11核銷) 98,000 97,6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竣豐企業社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壽豐鄉鹽寮村村內路面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07.20核銷) 95,000 94,27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春暉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7.22核銷) 95,000 90,2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喬泰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縣衛生局富里鄉衛生所綠美化工程 富里鄉(100.07.22核銷) 95,000 94,7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自力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嘉里村、佳林村)路燈工程 新城鄉(100.08.22核銷) 98,000 97,51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龍輝水電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明禮國小校內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市(100.09.05核銷) 995,000 9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達數位系統(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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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劉曉玫等4案，結算金額共461,673)

花蓮縣(100.09.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等5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併林春生、黃振富、施金樹、劉曉玫等5案，結算金

額共963,354)

花蓮市(100.11.03核銷) 100,000 96,3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玉里鎮泰昌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1.16核銷) 48,000 42,45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康樂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0.11.29核銷) 25,000 2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元(股)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嘉新村嘉北2巷圍牆彩繪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12.12核銷) 95,000 94,84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美的油漆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大漢村民有公園路燈及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12.26核銷) 95,000 91,89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龍輝水電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長橋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鳳林鎮(101.01.02核銷) 196,000 1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長橋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普德家電(股)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嘉新村嘉北長青會館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1.01.04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東旭企業社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銅門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秀林鄉(101.01.04核銷) 81,000 81,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銅門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聯盟傢俱精品館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化仁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工程 吉安鄉(101.01.11核銷) 1,070,000 1,066,4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七星潭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新城鄉(101.01.11核銷) 92,000 90,61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元(股)公司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璞美資訊有限公司

豪興工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大漢村民有公園傳統木雕設施工程 新城鄉(101.01.11核銷) 93,000 92,786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蔡平陽木雕工作室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博愛街、中山路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1.01.12核銷) 95,000 94,30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翰昇土木包工業有限

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嘉新村嘉北一街6巷路面改善及圍牆設施工程 新城鄉(101.01.12核銷) 98,000 97,97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崑暉營造有限公司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鄉嘉里村內圍牆彩繪工程 新城鄉(101.01.12核銷) 95,000 94,35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美的油漆工程行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明恥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11核銷) 340,000 3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琉璃奧圖碼科技(股)

公司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水源國民小學校內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07.14核銷) 660,000 6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水源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遠博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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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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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和平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08.08核銷) 296,000 294,751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和平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琉璃奧圖碼科技(股)

公司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中城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0.27核銷) 141,120 141,05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漢藻文教事業有限公

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中城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0.27核銷) 534,864 534,86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捷達數位系統(股)公

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瑞北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11.01核銷) 95,000 94,64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萬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11.22核銷) 954,313 954,313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研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光復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11.29核銷) 165,000 1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光復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崇德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12.21核銷) 1,420,000 1,4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崇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頡力科技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富世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12.26核銷) 765,000 7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富世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中城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2.30核銷) 120,000 1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化仁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2.30核銷) 188,000 18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進福企業社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中原國小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4核銷) 54,000 53,94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萬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01.1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黃輝寶 崇德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秀林鄉(101.01.12核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崇德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檔案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6.17核銷) 50,000 49,94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竣豐企業社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中原國小遊樂設施及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24核銷) 2,165,600 2,165,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隆發遊具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銅門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7.14核銷) 95,000 94,54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大西寶企業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7.28核銷) 95,000 80,5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順章裝潢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稻香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8.22核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品木居家生活館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稻香派出所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08.22核銷) 56,000 55,84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市主權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30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第 19 頁，共 41 頁



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平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09.05核銷) 80,000 78,85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平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宇翔企業社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派出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40,000 31,2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萬國鐵櫃傢俱行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派出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9.15核銷) 30,000 27,37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鴻陞鋼鋁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壽豐鄉豐坪村豐坪路2段14號前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

程
壽豐鄉(100.09.19核銷) 95,000 94,77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鼎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蕭文龍等3案，結算金額共400,000)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豐濱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豐濱鄉(100.10.25核銷) 200,000 199,802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秀林鄉佳民村村內(佳民國小旁道路)路燈工程等2件

工程

【核定名：佳民村村內(佳民國小旁道路)路燈工程】

(併施慧萍等2案，結算金額共82,139)

秀林鄉(100.11.22核銷) 70,000 67,644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長宏電訊企業社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明禮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13核銷) 835,000 82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派出所設施改善及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0.12.26核銷) 98,000 97,3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順得鍛造精品企業社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化仁國中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

【核定名：設施改善工程】

(併施慧萍、黃振富等3案，結算金額共289,433)

吉安鄉(100.12.30核銷) 67,000 63,09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名合工程行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件工程

【核定名：(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劉曉玫等4案，結算金額共873,814)

花蓮縣(100.12.30核銷) 150,000 1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市主權里活動中心周邊休憩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4核銷) 98,000 95,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聖鑫教育器材行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1.01.06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興潤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壽豐鄉溪口村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暨水璉村南坑

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溪口村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

(併施慧萍等2案，結算金額共277,953)

壽豐鄉(101.01.11核銷) 200,000 173,721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茂坤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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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光復國中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1.01.12核銷) 98,000 91,23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光復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中天工程行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新城鄉內LED路燈等2巷工程

【核定名：新城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魏嘉賢等2案，結算金額共3,000,000)

新城鄉(101.01.12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光復鄉大興村村內板橋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07.01核銷) 98,000 95,76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桂根工程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月眉派出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11核銷) 95,000 83,6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家具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25核銷) 50,921 40,63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中錸科技

勝利科技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25核銷) 98,000 97,72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器工程行

永勝企業社

竣豐企業社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25核銷) 98,000 93,3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竣豐企業社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高寮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8.05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高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飲冰室書店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靜浦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豐濱鄉(100.08.22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靜浦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飲冰室書店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8.22核銷) 98,000 97,3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器工程行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市國裕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佑倡電器工程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市民有里里內環境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9.05核銷) 98,000 92,9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尚順企業社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85,000 84,9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偉志(股)公司

葉氏企業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二隊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26核銷) 58,366 46,44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中錸科技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池南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9.26核銷) 98,000 97,5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柏勝工程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28核銷) 98,000 91,74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中錸科技

勝利科技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壽豐鄉志學村路面標線工程 壽豐鄉(100.09.28核銷) 98,000 97,9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鼎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南華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0.11核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南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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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和平路一段151

巷、自立二街6巷)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0.14核銷) 283,426 283,42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北昌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1.01核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麗崧書局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宜昌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1.09核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麗崧書局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吉安鄉立托兒所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1.09核銷) 106,485 105,78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氣工程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設備(行車記錄)工程 花蓮縣(100.11.23核銷) 10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東碩汽車企業社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九批﹝民德里

(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

【核定名：民德里(民德四街)路面及排水溝改善工

程】

(併謝國榮、蔡啟塔等3案，結算金額共313,318)

花蓮市(100.11.29核銷) 100,000 93,32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29核銷) 50,000 49,48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尚美家具行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建國路一段155巷等2處)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0.12.05核銷) 132,428 132,42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13核銷) 95,000 94,56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竣豐企業社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壽豐鄉豐裡村村內節能路燈工程 壽豐鄉(100.12.20核銷) 2,500,000 1,319,291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慶發機電有限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楊文值、謝國榮、蔡啟塔、劉曉玫、邱永双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200,000 198,19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豐裡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12.30核銷) 98,000 97,97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禾陞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壽豐鄉樹湖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1.01.0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軒轅派出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1.01.06核銷) 50,000 48,1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氣工程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十批(福建一街

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福建一街排水溝改善工程】

(併黃振富、施金樹等4案，結算金額共644,278)

花蓮市(101.01.06核銷) 200,000 194,9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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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不斷電設施工程
(併何禮臺、龔文俊，結算金額：99,000)

花蓮市(100.05.30核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公司花蓮分

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永興村吉興路3段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6.02核銷) 97,000 96,26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聯城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吉安鄉勝安村自立路2段(巨豐加油站)社區公園綠美

化工程
吉安鄉(100.06.10核銷) 84,800 84,06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青山景觀顧問工程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萬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06.24核銷) 264,678 264,678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捷達數位系統(股)公

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民立里里內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7.27核銷) 50,000 47,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瑞穗鄉瑞祥村村內路面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8.09核銷) 90,000 89,32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惠玉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光復國小校內改善教學環境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09.15核銷) 96,000 95,02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光復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彥勝工程行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豐裡國小校園安全數位監控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0.24核銷) 83,500 83,49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弘寶電通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等5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併林春生、施金樹、劉曉玫、何禮臺等5案，結算金

額共963,354)

花蓮市(100.11.03核銷) 300,000 260,1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中原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23核銷) 58,000 5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清潔隊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29核銷) 50,000 46,37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壽豐鄉文化中心內部設備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文化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等2案，結算金額共300,000)

壽豐鄉(100.11.29核銷) 150,000 1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長餘國際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北昌村社區活動中心廣播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2.01核銷) 49,746 49,74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康萊企業(股)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吉安鄉福興村舊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2.09核銷) 86,000 85,22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禾陞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瑞穗國小(學生輔導諮商室)設施工程 壽豐鄉(100.12.1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2.16核銷) 98,000 97,80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世欽工程行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19核銷) 25,000 2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稻香電器行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化仁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2.30核銷) 95,600 95,249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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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化仁國中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

【核定名：設施改善工程】

(併笛布斯、施慧萍等3案，結算金額共289,433)

吉安鄉(100.12.30核銷) 157,344 148,17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名合工程行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連市民立里里內路燈工程 花蓮市(101.01.04核銷) 45,000 42,0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錦鋐水電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宜昌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1.01.04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尚金室內裝修工程有

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公有廣場(國稅局前)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1.01.06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豐鄉景觀工程有限公

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立殯儀館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06核銷) 95,000 94,87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十批(福建一街

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有廣場(國稅局前)排水設施工

程】

(併張正治、施金樹等4案，結算金額共644,278)

花蓮市(101.01.06核銷) 150,000 149,0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市(100)市區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十批(福建一街

排水溝改善工程等四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共設施排水改善工程】

(併張正治、施金樹等4案，結算金額共644,278)

花蓮市(101.01.06核銷) 150,000 148,3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中華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化仁國小資訊設備工程 吉安鄉(101.01.12核銷) 320,000 317,23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中正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5.19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村活動中心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6.24核銷) 55,700 55,64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分局銅門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7.11核銷) 97,000 95,24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永盛鋁門窗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鄉永安村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8.1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英翰精密電子有限公

司

葉氏企業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9.13核銷) 85,000 84,3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及設施工程等2案
【核定名稱：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案，結算金額共：1,197,000

吉安鄉(100.09.15核銷) 597,000 5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稻香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平和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縣(100.11.18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平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慈園土木包工業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鄉永安村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縣(100.11.2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金昊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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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社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13核銷) 500,000 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19核銷) 99,000 96,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花新企業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等6件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楊文值、張正治、謝國榮、蔡啟塔、劉曉玫等6案

，結算金額共1,100,000)

吉安鄉(100.12.21核銷) 200,000 198,19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力曜科技(股)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化仁國小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2.26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建華電子材料行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內部設備工程】

(併施慧萍、莊枝財等3案，結算金額共2,360,000)

花蓮縣(100.12.28核銷) 900,000 9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學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鄉永安村明仁一街35號北側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1.01.04核銷) 98,000 97,26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鵬錦土木包工業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及設施工程等2案

【核定名稱：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工程】

併邱永双等2案，結算金額共：1,063,000

吉安鄉(101.01.06核銷) 966,000 96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稻香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及設施工程等2案

【核定名稱：稻香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併邱永双等2案，結算金額共：1,063,000

吉安鄉(101.01.06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稻香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化仁國小音樂教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1.01.10核銷) 870,000 8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化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久羿實業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北昌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6.24核銷) 340,000 3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偉志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宜昌國中飲水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6.24核銷) 100,000 99,96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偉志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6.2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吉安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玩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立托兒所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7.11核銷) 100,000 98,98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消防局吉安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7.14核銷) 36,000 35,58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名宏企業社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南華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7.14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南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元日鋁門窗企業社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鳳林鎮立圖書館飲水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7.25核銷) 65,000 64,97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全茗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派出所設備工程
(併劉曉玫，結算金額共：180,510元)

花蓮縣(100.08.0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昌暉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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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慶豐村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8.15核銷) 42,000 42,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康萊企業(股)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中正國小國樂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05核銷) 98,000 97,0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天賴樂器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及設施工程等2案
【核定名稱：稻香國小攀爬體能設備及設施工程】

併邱永双案，結算金額共：1,197,000

吉安鄉(100.09.15核銷) 600,000 6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稻香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蕭文龍、笛布斯等3案，結算金額共400,000)

花蓮縣(100.09.21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人行道旁圍牆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09.26核銷) 98,000 97,93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美的油漆工程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75巷護欄設施工程 吉安鄉(100.09.28核銷) 97,000 87,24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沐昇工程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宜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0.19核銷) 98,000 97,96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宜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創意科技實業

東元電機(股)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慶豐村村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1.01核銷) 96,000 94,25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興土木包工業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仁和村社區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1.01核銷) 96,000 95,259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興土木包工業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等5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併黃振富、施金樹、劉曉玫、何禮臺等5案，結算金

額共963,354)

花蓮市(100.11.03核銷) 300,000 260,1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 所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鳳林地政事務所飲水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11.16核銷) 130,000 126,7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全茗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

(併余夏夫、楊文值等3案，結算金額共2,100,000)

花蓮市(100.11.21核銷) 900,000 9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寓賀光電科技實業有

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壽豐鄉文化中心內部設備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文化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併黃振富等2案，結算金額共300,000)

壽豐鄉(100.11.29核銷) 150,000 1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長餘國際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見晴國小風雨教室鋼棚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1.29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見晴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合晟裝潢帆布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北昌村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2.01核銷) 64,000 63,96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

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鄉鄉內路燈工程 吉安鄉(100.12.01核銷) 66,400 66,4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錦鋐水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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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吉安溪防汛道路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2.01核銷) 97,000 96,26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聯成土木包工業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平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2.30核銷) 50,000 47,8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平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愷華資訊企業社

金茂攝影

捷修網(股)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警察局(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件工程

【核定名：(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笛布斯、劉曉玫等4案，結算金額共873,814)

花蓮縣(100.12.30核銷) 250,000 2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警察局(大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件工程

【核定名：(永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笛布斯、劉曉玫等4案，結算金額共873,814)

花蓮縣(100.12.30核銷) 250,000 2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萬榮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01.04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瑞穗鄉公所(瑞穗鄉立老人文康中心)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01.10核銷) 97,000 96,2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金昊工程行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中正國小國樂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6.0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天賴樂器行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新城村LED路燈工程 新城鄉(100.07.25核銷) 98,000 97,14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東昌村村內基層建設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7.25核銷) 98,000 97,26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聯成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新城鄉順安村海堤涼亭座椅設施工程 新城鄉(100.08.09核銷) 98,000 97,16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威名有限公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富里國中校內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9.13核銷) 750,000 7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頡力科技有限公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新城鄉大漢村華德街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新城鄉(100.09.15核銷) 190,000 173,50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鼎鑫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北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9.26核銷) 464,370 464,37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古風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11.14核銷) 487,348 487,344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古風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學陽企業社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中山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1.16核銷) 98,000 95,89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興潤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花蓮縣文化局內部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楊文值等3案，結算金額共2,100,000)

花蓮市(100.11.21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寓賀光電科技實業有

限公司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中原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1.23核銷) 528,000 52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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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新城鄉大漢村活動中心前花台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0.12.16核銷) 20,000 19,059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太陽油漆工程行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花蓮地政事務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0核銷) 650,000 5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班札行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豐裡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

【核定名：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併葉鯤璟等2案，結算金額共74,193)

壽豐鄉(101.01.12核銷) 20,000 19,78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山水電行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玉東國中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7.25核銷) 97,600 97,35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豐裡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07.25核銷) 64,286 64,2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崇德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秀林鄉(100.08.02核銷) 161,000 161,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崇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中城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8.0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中城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8.05核銷) 93,819 93,81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全展系統(股)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紅葉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09.05核銷) 65,389 65,389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紅葉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全展系統(股)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崙山國小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0.09.15核銷) 99,000 98,658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崙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瑞美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0.19核銷) 92,343 92,34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全展系統(股)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豐濱國中設備及設施工程 豐濱鄉(100.11.09核銷) 95,000 90,733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豐濱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

司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萬榮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11.23核銷) 789,850 789,85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言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台灣富士全祿(股)公

司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溪口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2.13核銷) 498,713 498,70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溪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華經資訊企業(股)公

司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吉安鄉鄉內護欄設施工程 吉安鄉(101.01.06核銷) 95,000 94,26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昇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壽豐鄉內節能LED路燈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內節能LED路燈工程】

(併葉鯤璟等2案，結算金額共2,461,957)

壽豐鄉(101.01.10核銷) 2,000,000 1,985,449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昱昌事業(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鹽寮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6.17核銷) 20,000 14,21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立舊托兒所(壽豐國小旁)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07.11核銷) 85,000 84,24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名屋裝潢傢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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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14核銷) 80,000 72,47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康萊企業(股)公司

葉氏企業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偵查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7.20核銷) 95,000 94,6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尚美家具行

佑倡電器工程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長橋派出所圍牆設施改善工

程
花蓮縣(100.07.27核銷) 65,000 63,81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竣豐企業社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瑞北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7.27核銷) 700,000 7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北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學言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池南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8.09核銷) 98,000 97,7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世欽工程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豐裡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08.22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萬達立新企業社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內LED照明路燈等三項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內LED照明路燈工程】
(併莊枝財、蕭文龍，結算金額共3,000,000)

壽豐鄉(100.09.19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誠加科技(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銅門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09.26核銷) 97,000 96,75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唐佑營造有限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09.28核銷) 95,000 94,1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喬泰土木包工業

佑倡電器工程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大榮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10.19核銷) 50,000 44,5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大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鹽寮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01核銷) 58,000 56,3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尚美家具行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光復鄉LED節能照明路燈設施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光復鄉LED節能照明路燈設施工程】

(併孫永昌，結算金額共2,750,000)

光復鄉(100.11.07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鉅多企業(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豐田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29核銷) 92,500 91,52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萬國鐵櫃傢俱行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東資企業社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2.09核銷) 80,000 79,8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雅堂空間設計

佑倡電氣工程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米棧村村辦公處設施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13核銷) 80,000 79,98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興鈺科技有限公司

萬國鐵櫃傢俱行

峰亮企業有限公司

慈光工程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消防分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12.19核銷) 84,000 80,00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永騰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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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地政事務所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0核銷) 950,000 90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公開招標 兆蜂企業商行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1核銷) 41,000 40,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全國電子(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樹湖村村辦公處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2.30核銷) 70,000 6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居家企業(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樹湖村2號橋簡易自來水塔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1.01.06核銷) 84,500 84,04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峻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壽豐鄉內節能LED路燈工程等2件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內節能LED路燈工程】

(併林秋美等2案，結算金額共2,461,957)

壽豐鄉(101.01.10核銷) 480,000 476,50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昱昌事業(股)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豐裡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

【核定名：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併余夏夫等2案，結算金額共74,193)

壽豐鄉(101.01.12核銷) 55,000 54,40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山水電行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萬榮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05.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鼎盈商業機器企業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鳳仁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0.07.25核銷) 95,000 94,972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仁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大榮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8.0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大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養豐企業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壽豐鄉內LED照明路燈等三項工程
【核定名：壽豐鄉內LED路燈工程】
(併莊枝財、葉鯤璟，結算金額共3,000,000)

壽豐鄉(100.09.19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誠加科技(股)公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花蓮縣警察局(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

【核定名：(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併林春生、笛布斯等3案，結算金額共400,000)

花蓮縣(100.09.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萬榮鄉內LED路燈設施工程 萬榮鄉(100.09.26核銷) 1,500,000 1,497,479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鑫源盛科技(股)公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豐裡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1.07核銷) 1,000,000 95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公開招標 新傑企業社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稻香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1.29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稻香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全茗(股)公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明禮國小國樂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12.30核銷) 1,200,000 1,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長安樂器有限公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鳳林鎮鳳禮里、北林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7.11核銷) 100,000 91,846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7.11核銷) 20,000 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福興村福興2街排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07.25核銷) 93,000 92,25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禾陞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北昌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08.02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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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中正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9.05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西林派出所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0.10.14核銷) 92,000 91,68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順益企業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吉安鄉福興村排水溝函館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0.11.01核銷) 37,000 36,09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禾陞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桌球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1.18核銷) 75,000 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縣政府原民處 無；首長本權責 奇巧屋企業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鳳林鎮山興里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11.28核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建華電子材料行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豐田派出所設施及設備工程 壽豐鄉(100.12.13核銷) 81,000 80,26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立貴電料有限公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消防分隊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0核銷) 96,000 95,85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錄港辦公家具整合設

計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明恥國小音樂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音樂設備工程】

(併施金樹等3案，結算金額共1,120,000)

花蓮市(100.12.30核銷) 740,000 7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明恥國小音樂設備工程等3件工程

【核定名：樂器設備工程】

(併施金樹等3案，結算金額共1,120,000)

花蓮市(100.12.30核銷) 182,000 182,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北昌國小音樂設備工程 吉安鄉(100.12.30核銷) 1,260,000 1,2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北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育樂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鳳林鎮大榮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鳳林鎮(101.01.04核銷) 98,700 98,655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諭企業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花蓮縣消防局鳳榮消防分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1.01.04核銷) 97,000 91,4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利昇企業社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松浦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1.01.06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松浦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飲冰室書店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長橋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鳳林鎮(101.01.06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長橋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秀林鄉立圖書館圖書設備工程 秀林鄉(101.01.06核銷) 450,000 4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中原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1.01.06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原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東里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富里鄉(101.01.12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見晴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01.12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見晴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游美雲 西林國小圖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01.12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西林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瓊林圖書事業(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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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光復鄉內LED路燈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11.23核銷) 2,000,000 1,999,71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鉅多企業(股)公司

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壽豐鄉豐坪村村內反光鏡工程 壽豐鄉(100.12.09核銷) 96,000 95,27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春暉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壽豐鄉共和村村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0.12.09核銷) 50,000 49,344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名屋裝潢傢俱行

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豐裡國小改善校園教學設備工程 壽豐鄉(101.01.04核銷) 2,000,000 1,9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豐裡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公開取得

隆發遊具有限公司

四維企業社

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壽豐鄉立豐山市場遮雨棚設施及豐坪4鄰農路改善等2

件工程

【核定名：鄉立豐山市場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併施慧萍等2案，結算金額共179,769)

壽豐鄉(101.01.12核銷) 98,000 89,88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徐雪玉

壽豐鄉立豐山市場遮雨棚設施及豐坪4鄰農路改善等2

件工程

【核定名：豐坪村4鄰農路改善工程】

(併施慧萍等2案，結算金額共179,769)

壽豐鄉(101.01.12核銷) 98,000 89,884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漢村反光鏡工程
新城鄉＜100.05.24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亞順營造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鳳林國中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6.17核

銷＞ 97,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東漢林書局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豐山社區籃球場圍網設施工程
壽豐鄉＜100.06.17核

銷＞ 98,000 97,284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甫記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進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06.22核

銷＞ 400,000 367,8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創奕科技實業2.宇

翔企業社3.富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富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06.22核

銷＞ 45,000 4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文蘭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0.07.04核

銷＞ 97,792 97,792 鄉鎮公共工程 文蘭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德安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合歡派出所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7.04核

銷＞ 98,000 95,3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2.佑昌電器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興村民權街（錦豐橋頭旁）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07.07核

銷＞ 98,000 96,609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桂根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瑞美國小改善校園內部環境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07.12核

銷＞ 98,200 98,19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晟弘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興村親水公園週邊綠美化工程
光復鄉＜100.07.25核

銷＞ 96,000 95,03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惠玉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花蓮縣消防局光復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07.25核

銷＞ 97,900 97,9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1.宏英電器行2.揚晨

通信科技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07.25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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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志學村路牌指示工程
壽豐鄉＜100.08.08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宗瑋企業社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鳳林鎮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8.10核

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新科技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東富村村內護欄工程
光復鄉＜100.08.10核

銷＞ 98,000 96,771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原生企業社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鳳林國中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08.11核

銷＞ 50,000 49,678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資電股份有

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興村民族街5-7號聯外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08.17核

銷＞ 95,000 94,71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花蓮縣警察局光復分駐所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9.2核銷

＞ 98,000 92,6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尚美傢俱、佑昌電

器、峻豐企業社、緯

霖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平景觀公園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9.6核銷

＞ 78,000 75,54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原生企業社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全村14鄰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0.06核

銷＞ 98,000 96,68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朋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興村產業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1.07核

銷＞ 96,000 95,941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朋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鳳林鎮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0.11.11核

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吉豐木器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興村11鄰簡易自來水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11.21核

銷＞ 300,000 211,24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華海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光復鄉立中正圖書館內部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11.28核

銷＞ 97,400 95,106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花蓮縣警察局（主權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及（大

富村及大豐村）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項（併施

慧萍等2案,結算金額共837100）

花蓮縣＜100.12.01核

銷＞ 537,100 537,1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公

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鎮平產業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2.06核

銷＞ 95,000 92,31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南富村砂荖產業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2.06核

銷＞ 96,000 91,145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光復鄉衛生所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2.06核

銷＞ 98,000 97,4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厚生企業社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光復國小欄杆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12.13核

銷＞ 95,000 94,47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丁福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光復鄉洪華公園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12.19核

銷＞ 30,000 28,73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全村簡易自來水設施工程
光復鄉＜100.12.19核

銷＞ 80,000 77,71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連通電機消防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同村村內排水溝改善工程
光復鄉＜101.1.2核銷

＞ 95,000 94,436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盛木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西富村村內道路改善工程
光復鄉＜101.1.2核銷

＞ 76,500 74,719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易典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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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光復國中內部設施工程
光復鄉＜101.1.12核

銷＞ 98,000 92,742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城發裝潢企業社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鳳林鎮內道路照明設施工程
鳳林鎮＜101.1.12核

銷＞ 98,000 91,22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新光水電工程行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中心埔農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101.1.12核

銷＞ 98,000 92,24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登山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鳳信國小校內設施工程
鳳林鎮＜100.07.19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輝雄企業社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太巴塱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光復鄉＜100.08.08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凱德森樂器有限公司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中華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0.08.17核

銷＞ 40,000 39,789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鼎峰水電工程行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中華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0.08.17核

銷＞ 55,000 54,981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共同供應契約

1.集成室內裝潢行2.

偉志股份有限公司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萬榮鄉內LED路燈照明設施工程
萬榮鄉＜100.09.09核

銷＞ 1,500,000 1,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昱昌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奇美村村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9.28核

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志銘電信工程行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豐濱鄉內LED節能照明路燈設施工程（楊德金、孫永

昌合併案）

豐濱鄉＜100.10.28核

銷＞ 2,000,000 1,996,6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耀威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南富村建國路2段50巷排水溝改善工程
光復鄉＜100.11.28核

銷＞ 75,000 72,61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全誠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豐濱鄉公所LED顯示看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0.12.27核

銷＞ 2,000,000 2,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教昱科技有限公司

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
豐濱鄉內LED節能照明路燈設施工程（楊德金、孫永

昌合併案）

豐濱鄉＜100.10.28核

銷＞ 1,750,000 1,747,025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耀威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
豐濱鄉內LED節能照明路燈設施工程（葉鯤璟、孫永

昌合併案）

光復鄉＜100.11.07核

銷＞ 1,750,000 1,7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鉅多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 豐濱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豐濱鄉＜100.12.19核

銷＞ 300,000 288,534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1.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2.金茂攝影3.錄港辦

公家具整合設計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中城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5.19核

銷＞ 303,050 303,05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萬達立新企業社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中城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0.05.19核

銷＞ 98,776 98,776 鄉鎮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正興裝潢行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6.10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佳新電氣冷凍行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大禹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7.04核

銷＞ 994,078 994,078 鄉鎮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華經資訊2.學言系

統科技有限公司3.捷

達數位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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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金 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 議 金 額

核 定 情 形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鶴岡、奇美、瑞北）三村活動中心防水及粉刷美

化工程

瑞穗鄉＜100.07.04核

銷＞ 96,000 95,27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城工程有限公司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富源、富民、富興）三村活動中心防水及粉刷美

化工程

瑞穗鄉＜100.07.04核

銷＞ 96,000 95,31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城工程有限公司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松浦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7.04核

銷＞ 98,100 97,857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龍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富民村第三部落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07.07核

銷＞ 50,000 49,42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春日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7.15核

銷＞ 791,877 791,877 鄉鎮公共工程 春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學言系統科技有限

公司2.萬達立新企業

社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8.03核

銷＞ 300,000 299,39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惠玉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高寮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0.08.08核

銷＞ 97,192 97,192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長宏消防安全設備有

限公司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北國小簡易自來水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08.08核

銷＞ 82,000 82,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金源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古風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100.09.02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宏樺企業社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100.09.06 99,000 96,8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佳友電器行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玉里鎮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1.14核

銷＞ 344,819 344,81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分公司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1.28核

銷＞ 99,600 85,7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學田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1.1.2核銷

＞ 98,257 98,257 鄉鎮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宏匠企業社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1.1.6核銷

＞ 85,500 80,56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豐南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5.19核

銷＞ 98,000 8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1.佳新電氣冷凍行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分公司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羅山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7.04核

銷＞ 98,000 96,85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宜泰興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玉里日本殘社綠美化工程
花蓮縣＜100.07.07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文化局 無；首長本權責 新世紀園藝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玉里日本殘社噴灑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07.08核

銷＞ 98,000 97,946 鄉鎮公共工程 文化局 無；首長本權責 清惠水電工程行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消防分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0.07.25核

銷＞ 40,000 39,6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崙億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卓溪鄉內暗溝埋管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0.10.06核

銷＞ 98,000 94,958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起建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虎頭山農路路面改善工程（三件合併共47萬810元）
瑞穗鄉＜100.12.19核

銷＞ 200,000 156,93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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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舞鶴村（清風茶行對面）農路設施工程（三件合併

共47萬810元）

瑞穗鄉＜100.12.19核

銷＞ 200,000 156,93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富興村板橋設施工程（三件合併共47萬810元）
瑞穗鄉＜100.12.19核

銷＞ 200,000 156,936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春日里里內護欄工程
玉里鎮＜101.1.2核銷

＞ 50,000 49,82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達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瑞穗村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1.1.9核銷

＞ 99,000 90,18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玉里地政事務所（育嬰室）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26,000 2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地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佳圻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三民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5.1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璟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源國小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5.19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5.24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璟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羅山村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5.24核

銷＞ 98,000 97,954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群龍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里鄉內美綠化植栽工程
富里鄉＜100.05.24核

銷＞ 98,000 97,899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群龍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瑞穗國中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5.25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卓清國小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5.25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清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松浦國小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6.14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玉里鎮內美綠化植栽工程
玉里鎮＜100.06.17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鈺慶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里鄉公所設備（救災探照燈）工程
富里鄉＜100.06.17核

銷＞ 400,000 4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悅誠科技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卓溪國小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6.22核

銷＞ 87,230 87,23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里國中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6.28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富里鄉公所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7.04核

銷＞ 95,000 89,98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明資訊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萬榮鄉公所設備（災害應變照明）工程
萬榮鄉＜100.07.13核

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悅誠科技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大榮國小教學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0.07.25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九木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羅山村14鄰道路擋土牆改善工程
富里鄉＜100.07.28核

銷＞ 95,000 94,86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玉里鎮樂合里（玉長公路口）簡易自來水管線設施

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8.08核

銷＞ 95,000 94,21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順達水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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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玉里國中防盜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8.22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安通龍鳳園區內景觀看板（大理石文獻）設施
玉里鎮＜100.09.28核

銷＞ 98,000 97,36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發土木包工葉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卓溪鄉公所防災應變設備工程（與陳長明議員合併

279萬）

卓溪鄉＜100.09.28核

銷＞ 1,300,000 1,2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百安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卓楓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11.07核

銷＞ 98,000 89,231 鄉鎮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分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三民國小設施工程
玉里鎮＜100.11.28核

銷＞ 95,000 94,86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千威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東竹國小設施工程
富里鄉＜100.11.28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東竹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高寮國小設施工程
玉里鎮＜100.12.06核

銷＞ 95,000 94,880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錦宏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瑞穗國小設施工程
瑞穗鄉＜100.12.0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璟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東豐里石光、坪頂、竹林）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等2建合併

花蓮縣＜100.12.26核

銷＞ 89,770 89,77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上瀛通信器材有限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瑞北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1.1.2核銷

＞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瑞美國小設施工程
瑞穗鄉＜101.1.9核銷

＞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環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德武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9核銷

＞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德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社

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潘富民 舞鶴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1.1.9核銷

＞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舞鶴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5.25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佳友電器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不斷電設施工程（併何禮臺、黃

振富共99000元）

花蓮市＜100.05.30核

銷＞ 33,000 33,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公司花蓮

分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富里村村辦公處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6.03核

銷＞ 50,000 49,6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1.佳新電氣冷凍行2.

建成通訊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觀音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6.22核

銷＞ 98,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三民國小改善教學環境設施工程
玉里鎮＜100.07.04核

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高寮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及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8.3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兆學企業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穗國中教室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8.08核

銷＞ 95,000 94,99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蕭氏企業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東里村慶光路20鄰道路路面改善等二件工程
富里鄉＜100.08.17核

銷＞ 180,000 162,99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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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富源村15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8.22核

銷＞ 98,000 96,65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惠玉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富興村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08.25核

銷＞ 98,000 96,2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惠玉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大禹里里內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9.09核

銷＞ 95,000 94,95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慶鈺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源城國小校園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9.09核

銷＞ 90,000 89,233 鄉鎮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宗益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高寮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0.27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中城國小校園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11.01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穗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1.28核

銷＞ 90,000 88,0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2.宏宜企業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穗國小校園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0.12.06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花蓮縣消防局玉溪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012.13

核銷＞ 80,000 79,1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愷華資訊企業社2.

正興工具商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富源村村辦公處廣播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2.13核

銷＞ 78,000 7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漢聯通信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中程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2.13核

銷＞ 39,000 39,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裕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泰昌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2.13核

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裕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玉里地政事務所內部設施工程
玉里鎮＜100.12.13核

銷＞ 380,000 377,836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地政事務所 公開招標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富里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0.12.26核

銷＞ 150,000 99,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奕均工業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東里村新莊24鄰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富里鄉＜101.1.2核銷

＞ 90,000 89,273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德武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9核銷

＞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德武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益發電器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穗鄉立托兒所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101.1.12核

銷＞ 80,000 74,83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源城里社區活動中心廣播設備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觀音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65,000 64,88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分公司2.成功教

育用品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高寮國小校園美綠化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5,000 94,764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環企業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松浦國小校園內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5,0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環企業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瑞北國小校園內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1.1.12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環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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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樂合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5,000 94,948 鄉鎮公共工程 樂合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尚潔實業社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泰昌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40,000 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正興工具商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觀音國小校園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5,0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觀音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金源土木包工業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泰昌里里內（玉泉寺附近）擋土牆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150,000 114,78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慶鈺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大禹國小LED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7.04核

銷＞ 93,000 93,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義豐資訊行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高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07.28核

銷＞ 550,000 5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捷達數位系統股份有

限公司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樂合里紅座部落入口處排水溝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9.2核

銷＞ 50,000 49,75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樂合里安通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09.28核

銷＞ 95,000 94,90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達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萬寧村（東竹段1981-3地號旁）產業道路路面改善工

程

富里鄉＜100.10.06核

銷＞ 95,000 94,823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大禹里里民聚會廣場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11.28核

銷＞ 98,000 97,91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大禹里（土地公廟廣場旁）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0.12.13核

銷＞ 100,000 99,505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高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2.2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聯盟家俱精品館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萬寧村（東竹段679、1994-1地號旁）產業道路路面

改善工程

富里鄉＜101.1.9核銷

＞ 95,000 94,009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豐南村19鄰道路護欄設施工程
富里鄉＜101.1.9核銷

＞ 88,000 86,43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群龍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三民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一達土木包工業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玉里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卓溪鄉公所防災應變設備工程（與潘富明議員合併

279萬）

卓溪鄉＜100.09.28核

銷＞ 1,500,000 1,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百安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萬榮鄉內LED節能路燈改善工程
萬榮鄉＜100.09.28核

銷＞ 1,500,000 1,497,479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鑫源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馬遠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0.12.06核

銷＞ 98,000 97,755 鄉鎮公共工程 馬遠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辰政營造有限公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萬榮鄉內LED路燈工程
萬榮鄉＜100.12.26核

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寓賀光電科技實業有

限公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萬榮國小遊樂場攀爬體能器材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1.2核銷

＞ 1,065,000 1,064,6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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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
萬榮鄉＜101.1.9核銷

＞ 99,216 94,416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富里鄉公所消防設備工程
富里鄉＜101.1.12核

銷＞ 404,000 404,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百安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光復國中設施改善及粉刷美化工程
光復鄉＜101.1.12核

銷＞ 96,000 91,23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國呈工程行

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陳長明 山興里農路及邊坡改善工程
鳳林鎮＜101.1.12核

銷＞ 98,000 92,24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全弘土木包工業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源城國小遊樂設施工程
玉里鎮＜100.06.22核

銷＞ 1,065,000 1,0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小綠人系統科技有限

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卓楓國小校內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100.07.28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新世紀園藝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古風國小LED看板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8.22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卓清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8.22核

銷＞ 162,436 162,436 鄉鎮公共工程 卓清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學言系統科技有限公

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紅葉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09.07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鶴岡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9.07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萬寧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富里鄉＜100.09.07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寧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正益儀器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奇美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09.07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崙山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9.28核

銷＞ 48,000 4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崙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太平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09.28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文荐科技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紅葉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09.28核

銷＞ 140,000 1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津賀盛企業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富源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0.06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西林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10.14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卓楓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10.25核

銷＞ 411,296 411,296 鄉鎮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捷達數位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2.華經資訊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馬遠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10.25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馬遠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瑞穗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瑞穗鄉＜100.10.27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卓楓國小兒童遊憩設備工程
卓溪鄉＜100.11.07核

銷＞ 1,065,000 1,0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宏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中城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玉里鎮＜100.11.11核

銷＞ 175,000 1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津賀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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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萬榮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萬榮鄉＜100.11.11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奕舟企業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瑞穗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瑞穗鎮＜100.11.14核

銷＞ 350,000 3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津賀盛企業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富里國小飲水設備工程
富里鄉＜101.1.12核

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津賀盛企業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松浦國小校內（輕鋼架）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8,000 97,755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尚金室內裝修工程有

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水源國小校內設施工程
秀林鄉＜101.1.12核

銷＞ 84,000 84,000 鄉鎮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玉里國小棒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90,000 89,73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家新行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松浦國小校內節能照明及週邊設施工程
玉里鎮＜101.1.12核

銷＞ 450,000 449,053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1.中輝有限公司2.津

賀盛企業

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呂必賢 崙天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1.1.12核

銷＞ 90,000 89,57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信元鋁門窗

148,643,793 145,441,583

註：1.本表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2.本表第一次查填及送達期限為7月20日前。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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