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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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3.18核銷) 90 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2.康萊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平和國小割草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2.04.2核銷) 40 4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吉利農業資材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民權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02核銷)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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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國裕里里辦公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17核銷)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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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豪星工業有限公司2.康

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3.

向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4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中華國小校內設備(行政會議辦公桌)工

程
花蓮市(102.04.17核銷) 97 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源辦公家具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民權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25核銷)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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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達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國威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29核銷) 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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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瑞穗鄉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102.05.07核銷) 95 9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順泰水電行

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楊文值
民主里中山路16巷排水溝改善工程

(併蔡啟塔NO.6，結算金額共408,406元)
花蓮市(102.05.23核銷) 13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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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崗國中校內設備(電腦及急救換藥推

車)工程
花蓮市(102.06.14核銷) 35 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花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1.旭強資訊有限公司

2.富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27 814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龍泉公園自行車道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3.29核銷) 98 9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欣園藝工程行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新城鄉公所圍牆彩繪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4.23核銷) 90 9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乙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本表為半年報)
核 定 情 形

議員姓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議金額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2.05.02核銷) 97 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漢輝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蔡啟塔
林政街88巷排水溝改善工程

(併楊文值NO.1，結算金額共408,406元)
花蓮市(102.05.23核銷) 300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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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山派出所粉

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2.06.14核銷) 30 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良信工程行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15 591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市公所工程隊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23核銷) 95 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鑫佳陽企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明義國小籃球架等設施工程 花蓮市(102.05.02核銷) 40 40 鄉鎮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育樂社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2.05.02核銷) 99 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亞米園藝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國福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5.29核銷) 100 99 鄉鎮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莊枝財 明義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6.04核銷) 600 6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中錸科技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34 932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花蓮地政事務所彩色掃描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08核銷) 150 14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宇鴻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施金樹 大漢村村內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4.30核銷) 98 96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48 242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明義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02核銷) 150 1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義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中錸科技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市公所工程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2.04.17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廣誠五金行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新城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2.04.23核銷) 99 9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玉里鎮立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2.05.27核銷) 95 9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東鋁門窗行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民享里里內戶外運動休憩設施工程 花蓮市(102.06.07核銷) 98 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美崙林園公園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2.06.10核銷)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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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崙山公園入口處太陽能戶外大型電

子巨鐘設施工程
花蓮縣(102.06.20核銷) 96 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無；首長本權責 中興鐘錶隱形眼鏡

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 花蓮縣(102.06.21核銷) 95 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上霆工程行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29 820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內部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2.04.02核銷)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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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中華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4.08核銷) 96 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育樂社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玉東國中校內設備工程 玉里鎮(102.05.23核銷) 65 65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李秋旺 民生里里辦公處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5.29核銷)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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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康萊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00 300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松浦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2.05.23核銷) 97 95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新世紀園藝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古風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卓溪鎮(102.05.27核銷) 97 97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新世紀園藝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2.05.29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全興五金商行

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劉曉玫 中華國小校內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5.29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無；首長本權責

1.興鈺科技有限公司

2.鍵華企業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90 388

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施慧萍 明恥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6.26核銷) 95 95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葉氏企業

2.冠緯國際有限公司

3.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5 95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大漢村民有公園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4.23核銷) 95 9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欣園藝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佳民國小車棚設施工程 秀林鄉(102.05.09核銷)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飛象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大漢村社區內兒童遊樂設施工程 新城鄉(102.05.22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聖鑫教育器材社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村社區活動中心內部運動器材設

備工程
新城鄉(102.06.18核銷) 99 9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健豪企業社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鄉立佳林村長青會館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2.06.18核銷) 30 3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靖盛工程行

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何禮臺 新城村社區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6.19核銷) 90 8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虹霖園藝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510 502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2.04.08核銷)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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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消防分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2.04.29核銷) 99 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1.镪聲灯光音响

2.猛龍野外用品有限公

司

3.金生元鐵櫃行

4.焦點沖印行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新城鄉公所停車場遮雨棚設施工程 新城鄉(102.05.17核銷)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張正治 豐村3之4號附近反光鏡工程 花蓮市(102.06.19核銷) 83 7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弘毅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79 367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濱漁港所設

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2.05.02核銷)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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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水源派出所設

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2.05.16核銷)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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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黃振富 花蓮消防分隊手提擴音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2.06.07核銷) 15 1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東輝儀器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05 205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吉安村村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2.05.07核銷) 55 5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慶豐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2.06.03核銷) 95 9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九天工程行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內部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2.06.03核銷) 98 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1.繨賑電腦有限公司

2.逸偉科技電器專賣店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稻香國小設施工程 吉安鄉(102.06.07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元盛鋼鋁業有限公司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內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2.06.11核銷) 9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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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2.宗霖電器行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光復鄉公所(大同、大華、大富)社區活

動中心飲水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102.06.13核銷) 98 8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賀眾商號

邱永邱永邱永邱永双双双双 花蓮市公所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6.18核銷) 95 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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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村(中正路2段仁光62-2號附近)排

水溝改善工程
吉安鄉(102.06.26核銷)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興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735 714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玉里鎮公所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2.04.16核銷) 90 9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太昌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2.05.28核銷) 96 9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龍昇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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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豐鄉(102.06.05核銷) 95 9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鑫立企業社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永安村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2.06.06核銷) 99 99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正合儀器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花蓮縣警察局豐川派出所設施改善工

程
花蓮縣(102.06.13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順億工程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富源國小改善教學設備及設施工程 瑞穗鄉(102.06.17核銷) 200 176 鄉鎮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公開招標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太昌村活動中心跑馬燈字幕設備工程 吉安鄉(102.06.19核銷) 96 9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氣工程行

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林春生 米棧村6鄰基礎建設設施工程 壽豐鄉(102.06.19核銷) 98 9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徐碩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72 844

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余夏夫 新城鄉原住民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2.06.26核銷) 98 96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全程企業社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8 96

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林秋美 主權里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5.29核銷) 99 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聖鑫教育器材社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9 93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花縣消防局吉安消防分隊設備及設施

改善工程
花蓮縣(102.06.03核銷) 90 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2.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葉鯤璟 南平里平吉路道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102.06.25核銷) 98 9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益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88 180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鳳林鎮公所(校長夢工廠)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
鳳林鎮(102.04.18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鵬宇科技有限公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鳳林鎮公所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2.04.22核銷) 95 89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意欣土木包工業有限公

司

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蕭文龍 光復鄉公所電腦資訊看板設備工程 光復鄉(102.04.28核銷) 98 96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壹誠科技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91 283

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笛布斯 中華國小門禁設施及設備工程 花蓮市(102.06.26核銷)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創奕科技實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8 98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龍泉公園親水池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2.5.2核銷＞ 96 9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元順土木包工業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康樂國小教學設備工程 新城鄉＜102.6.5核銷＞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1.龍騰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2.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  峻張  峻張  峻張  峻 大同村村內欄干設施工程
光復鄉＜102.6.17核銷

＞ 9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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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鄉鄉內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2.6.26核銷

＞ 98 9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90 386

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楊德金 新城鄉公所設施及設備工程
新城鄉＜102.6.13核銷

＞ 98 9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群祥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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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穗鄉＜102.4.22核銷

＞ 99 9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戶政事務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2.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3.奇群企業有限公司

4.東方電子專賣店

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陳英妹 瑞北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2.5.13核銷

＞ 99 97 鄉鎮公共工程 瑞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久禾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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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21核銷

＞ 97 95 鄉鎮公共工程 松浦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登富土木包工業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95 289



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王燕美
玉里鎮公所設備（防水LED字幕機）

工程

玉里鎮＜102.4.22核銷

＞ 97 96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變色龍廣告企劃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7 96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玉里國小校園安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2.5.13核銷

＞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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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鄉立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2.5.27核銷

＞ 98 9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駿瑋室內裝修建材工程

行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玉里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2.6.6核銷＞ 450 45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黃金布拉格鋼琴電子琴

有限公司

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龔文俊 高寮國小內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2.6.10核銷

＞ 65 65 鄉鎮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711 711

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陳修福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備工程
富里鄉＜102.6.26核銷

＞ 50 4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1.賀眾商號

2.群盛企業社

3.佳新電氣冷凍行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50 46

9,354 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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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