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5年度對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至 105 年 12 月止
表 4 單位：元

核定 金額
經費支用

科 目
主 辦 機 關 招標 方式 得 標 廠 商

賴進坤 新城鄉老人會館內部設施工程(賴進坤NO15)
新城鄉(105.04.19)核

銷 98,000 97,78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佶勝水電工程行

賴進坤 佳民國小書櫃設備工程(賴進坤NO20)
秀林鄉(105.04.19)核

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成號

賴進坤
順安村北三棧57號附近產業道路擋土牆工程(賴

進坤NO13)

新城鄉(105.05.17)核

銷 98,000 97,961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康樂國小海洋教室展示櫃設備工程(賴進坤NO32)
新城鄉(105.05.19)核

銷 94,200 94,200 鄉鎮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聯合裝潢櫥窗行

賴進坤 新城鄉立幼兒園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賴進坤NO28)
新城鄉(105.06.20)核

銷 94,900 94,83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征峰企業社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鄉順安村及北埔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等2案(賴進坤NO13)

花蓮縣(105.07.11)核

銷 800,000 8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賴進坤 康樂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賴進坤NO21)
新城鄉(105.07.29)核

銷 98,000 97,33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勤務中心設施工程(賴進坤NO23)
花蓮縣(105.08.10)核

銷 98,000 97,95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喬泰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玉里鎮立圖書館服務櫃台等設備工程(賴進坤

NO78)

玉里鎮(105.08.18)核

銷 98,000 97,94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連億鐵櫃傢俱行、嵐

天工程有限公司

賴進坤 玉里鎮公所洗地機等設備工程(賴進坤NO106)
玉里鎮(105.08.2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城邑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鄉嘉里村、康樂村、康樂村

加灣及大漢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賴進坤

NO23、NO31)

花蓮縣(105.09.07)核

銷 1,044,403 1,044,4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賴進坤 順安村道路改善工程(賴進坤NO21)
新城鄉(105.10.03)核

銷 98,000 9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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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瑞穗國中校園綠美化工程(賴進坤NO142)
瑞穗鄉(105.10.14)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賴進坤
嘉里村嘉里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賴進坤

NO142)

新城鄉(105.11.02)核

銷 98,000 97,719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本表為全年報)

核 定 情 形

議員姓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議金額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瑞祥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賴進坤

NO23、邱永双NO27、陳英妹NO29、潘富民NO39)

結算金額120萬元整

花蓮縣(105.11.09)核

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賴進坤 嘉里國小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賴進坤追60A)
新城鄉(105.12.2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賴進坤 新城鄉鄉立幼兒園設施改善工程(賴進坤追60A)
新城鄉(105.12.26)核

銷 93,450 93,13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佳林村民有五街道路改善工程(賴進坤追47)
新城鄉(105.12.26)核

銷 220,000 211,31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路豐營造有限公司

賴進坤 大漢村民有街綠美化工程(賴進坤追60A)
新城鄉(105.12.26)核

銷 98,000 94,13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欣園藝工程行

小     計     3,814,953       3,800,587

楊文值 民權里活動中心內部設備工程(楊文值NO15)
花蓮市(105.04.11)核

銷 9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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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里里辦公處辦公桌設備工程(楊文值NO10)
花蓮市(105.04.19)核

銷 5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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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 民德里里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楊文值NO04)
花蓮市(105.04.25)核

銷 38,000 37,2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中錸科技

楊文值 第二聯合里里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楊文值NO10)
花蓮市(105.04.25)核

銷 95,000 75,48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楊文值 民有里社區活動中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NO04)
花蓮市(105.05.11)核

銷 80,000 78,56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檜柚工程行

楊文值 國華里活動中心油漆設施工程(楊文值NO01)
花蓮市(105.05.04)核

銷 99,000 94,0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鼎晟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民德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NO04)
花蓮市(105.06.20)核

銷 90,000 8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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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內部設備工程(楊文值

NO15)

花蓮縣(105.07.01)核

銷 80,000 79,56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內部設施工程(楊文值NO15)
花蓮縣(105.07.07)核

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市北濱街69巷樓梯彩繪工程(楊文值NO05)
花蓮市(105.07.01)核

銷 95,000 93,0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英超廣告社

楊文值 國華社區花園綠美化工程(楊文值NO01)
花蓮市(105.08.10)核

銷 99,000 9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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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里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NO46)
花蓮市(105.08.26)核

銷 95,000 89,92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檜柚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民立里、國強里、民有里及國風

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楊文值NO21)

花蓮縣(105.09.02)核

銷 979,161 979,16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楊文值
佐倉運動公園(舊火葬場南邊)整地工程(楊文值

NO130)

花蓮市(105.11.16)核

銷 95,000 92,2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翰昇土木包工業有限

公司

楊文值
民意里大陳一村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

NO08)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95,000 89,27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民有里海濱街堤防粉刷工程(楊文值NO93A)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95,000 90,2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家華建設企業社

楊文值 主權里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追25)
花蓮市(105.12.12核

銷) 95,000 88,43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檜柚工程行

楊文值 豐濱國小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楊文值追37)
豐濱鄉(105.12.2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楊文值
稻香國小辦公室OA及投影機設備工程(楊文值追

37)

吉安鄉(105.12.26核

銷) 345,975 345,975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東源辦公家具行、建

生科技顧問、昇宏資

訊

楊文值
花蓮市公所清潔隊辦公室設備工程(楊文值追

88)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70,000 68,69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楊文值
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含配件）設備工程(楊

文值追91)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95,000 94,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儀翔資訊有限公司

小     計     2,914,136       2,852,850

謝國榮 三民國中校園粉刷美化工程(謝國榮NO12)
玉里鎮(105.04.11)核

銷 96,566 96,566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謝國榮 信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20)
花蓮市(105.05.04)核

銷 95,249 95,249 鄉鎮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公開取得 完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謝國榮 民勤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19)
花蓮市(105.05.25)核

銷 95,000 9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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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濱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謝國榮NO36)
豐濱鄉(105.06.0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遠東企業社

謝國榮 國風里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35)
花蓮市(105.06.20)核

銷 99,000 94,0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中誠企業

謝國榮 東里國小無障礙通道設施工程(謝國榮NO12)
富里鄉(105.06.24)核

銷 98,443 90,959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公開取得 義盛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國華里活動中心移動式無線擴音機設備工程(謝

國榮NO37A)

花蓮市(105.08.05)核

銷 50,000 49,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先捷行

謝國榮 平和國小圖書室防颱板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42)
壽豐鄉(105.08.05)核

銷 133,000 118,304 鄉鎮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公開招標 元盛鐵工廠



謝國榮 璞石藝術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謝國榮NO40A)
玉里鎮(105.08.05)核

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松荷企業社

謝國榮 忠孝國小地下室不鏽鋼門等設施工程(謝國榮NO12)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8,000 97,755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主農里里內公園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29)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76,000 64,4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盛寶綠園藝工程行

謝國榮
新城鄉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及飲水機設備工程(謝

國榮NO37A)

新城鄉(105.08.18)核

銷 98,000 97,946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震澔實業有限公司、

東資企業社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保防科電話交換機系統設備工程

(謝國榮NO45)

花蓮縣(105.08.24)核

銷 90,000 89,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韋誠通訊科技行

謝國榮
民運里、民樂里、民政里、民立里辦公處公告

欄設施工程(謝國榮NO23)

花蓮市(105.09.06)核

銷 98,000 93,06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久福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168,666、國裕里159,304

及主權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2人3案結算金額

540,296元(謝國榮NO27併案施慧萍NO27)

花蓮縣(105.09.19)核

銷 327,970 327,97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謝國榮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謝國榮NO33A併5案結算金

額384,473元)

瑞穗鄉(105.12.07)核

銷 200,000 130,57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救災插電式軍刀鉅組等

設備工程(謝國榮NO40A)

花蓮縣(105.12.01)核

銷 98,800 98,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南泰五金行、台灣之

光消防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相機等設備工程(謝國榮

NO40A)

花蓮縣(105.12.01)核

銷 99,830 99,8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鑫鑫攝影照相器材、

玉山淨化企業社、正

隆五金百貨、駿興電

器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頭戴式攝影機設

備工程(謝國榮NO40A)

花蓮縣(105.12.07)核

銷 98,0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謝國榮NO29)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冷氣設備工

程(謝國榮NO56)

花蓮縣(105.12.07)核

銷 97,000 91,6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謝國榮 泰昌里環境綠美化工程(謝國榮NO40A)
玉里鎮(105.12.15)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新世紀園藝

謝國榮 國華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37A)
花蓮市(105.12.07核

銷) 99,000 9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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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模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謝國榮NO40A)
玉里鎮(105.12.30)核

銷 95,000 94,74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人人傢俱行

謝國榮
壽豐鄉公所沙發組等設備工程(謝國榮-書面建

議案NO1A)

壽豐鄉(105.12.26)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鴻宇個性傢俱

謝國榮
主計里辦公處桌球桌組設備工程(謝國榮-書面

建議案NO1A)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99,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欣禧體育器材有限公

司



小     計     2,829,858       2,669,246

施金樹 鳳林鎮公所廳舍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金樹NO11)
鳳林鎮(105.04.1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花蓮通信視聽器材行

施金樹
壽豐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施金樹NO38)

壽豐鄉(105.06.20)核

銷 99,036 99,03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 明恥國小教學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38)
花蓮市(105.07.01)核

銷 1,398,000 1,374,0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招標 宏宜企業社

施金樹 國興里道路路指示牌設施改善工程(施金樹NO43A)
花蓮市(105.08.22)核

銷 98,000 91,93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建安道路器材有限公

司

施金樹
三民國小圖書室及各科教學設施及設備工程(施

金樹NO38)

玉里鎮(105.09.19)核

銷 1,248,000 1,2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施金樹NO27)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北埔村活動中心前路面改善工程 (施金樹NO76)
新城鄉(105.12.28)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昱順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中城里綠美化工程 (施金樹NO76)
玉里鎮(105.12.30)核

銷 98,000 97,95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東富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美崙國中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工程(施金

樹-書面建議案NO1)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484,200 478,528 鄉鎮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施金樹
北埔國小行動裝置教學應用建置設備工程(施金

樹-書面建議案NO1)

新城鄉(105.12.30)核

銷 490,056 481,328 鄉鎮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施金樹 瑞穗國中電錶設備工程(施金樹追12)
瑞穗鄉(105.11.14)核

銷 45,000 4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施金樹 林榮國小冷氣設備工程(施金樹追44)
鳳林鎮(105.12.12)核

銷 75,000 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施金樹 鑄強國小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施金樹追12)
花蓮市(105.12.26)核

銷 82,885 82,885 鄉鎮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 瑞穗國中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金樹追52)
瑞穗鄉(105.12.2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施金樹 東里國小電腦設備工程(施金樹追44)
富里鄉(105.12.26)核

銷 97,5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施金樹 太昌村活動中心民俗設備工程(施金樹追52)
吉安鄉(105.12.30)核

銷 96,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純美佛繡莊

施金樹 花崗國中國樂樂器設備工程(施金樹追49)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94,940 94,940 鄉鎮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逕洽廠商 環球企業社



施金樹
中正國小運動場LED字幕機設備工程(施金樹追

66)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88,000 87,5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小     計     4,883,617       4,780,494

魏嘉賢 新社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魏嘉賢NO09)
豐濱鄉(105.04.19)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魏嘉賢 豐濱國小附設幼兒園冷氣設備工程(魏嘉賢NO20)
豐濱鄉(105.05.04)核

銷 76,000 7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大銓行

魏嘉賢 新社國小校園佈告欄設施改善工程(魏嘉賢NO38)
豐濱鄉(105.07.0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
玉里鎮公所電腦機房設施改善工程(魏嘉賢

NO29)

玉里鎮(105.06.27)核

銷 99,600 99,6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分公司

魏嘉賢 玉里鎮松浦火葬場設施改善工程(魏嘉賢NO29)
玉里鎮(105.07.07)核

銷 99,000 98,46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博善工業有限公司

魏嘉賢 國威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魏嘉賢NO41)
花蓮市(105.07.29)核

銷 99,000 94,1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魏嘉賢 古風國小黑板及佈告欄設備工程(魏嘉賢NO63)
卓溪鄉(105.07.29)核

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 古風國小網路系統設施工程(魏嘉賢NO68)
卓溪鄉(105.08.05)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鋒域數位有限公司

魏嘉賢 花蓮縣文化局石雕館音響設備工程(魏嘉賢NO74)
花蓮縣(105.08.10)核

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公開取得 先捷行

魏嘉賢 民運里活動中心視聽設備工程(魏嘉賢NO89)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7,000 96,8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東輝儀器有限公司

魏嘉賢
忠孝國小鋁框佈告展示櫥窗設備工程(魏嘉賢

NO63)

花蓮市(105.08.24)核

銷 98,0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魏嘉賢 宜昌國小桌球桌設備工程(魏嘉賢NO99)
吉安鄉(105.09.20)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東映體育用品企業有

限公司

魏嘉賢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魏嘉賢NO108)
富里鄉(105.10.12)核

銷 93,500 93,5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魏嘉賢
花蓮縣老人會會館內部冷氣設備及設施工程(魏

嘉賢NO105)

花蓮市(105.11.02)核

銷 98,000 89,8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魏嘉賢 長良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魏嘉賢NO68)
玉里鎮(105.11.02)核

銷 999,000 9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公開招標 金強企業社

魏嘉賢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魏嘉賢NO45)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魏嘉賢 花蓮市中正路路燈工程(魏嘉賢NO89)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1,000,000 977,15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魏嘉賢 古風國小冰箱等設備工程(魏嘉賢追1)
卓溪鄉(105.11.10)核

銷 98,000 97,919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

魏嘉賢 卓溪國小網路磁碟機等設備工程(魏嘉賢追1)
卓溪鄉(105.11.14)核

銷 98,000 96,09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

小     計     3,635,100       3,547,878

李秋旺 美崙國中教學評量（讀卡機）設備工程(李秋旺NO17)
花蓮市(105.05.1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公開取得 銘圃資訊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李秋旺NO13)
花蓮市(105.05.11)核

銷 98,000 97,02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新城國小足球門設備工程(李秋旺NO32)
新城鄉(105.05.11)核

銷 48,800 48,8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體育用品社

李秋旺 吉安國中校園週邊圍籬設施改善工程(李秋旺NO20)
吉安鄉(105.06.01)核

銷 95,650 95,65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鼎豊企業社

李秋旺 明義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李秋旺NO47A)
花蓮市(105.06.20)核

銷 93,500 93,494 鄉鎮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誠忠企業社

李秋旺 明恥國小圖書室書櫃設備工程(李秋旺NO54)
花蓮市(105.06.20)核

銷 98,100 98,1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協力藤飾

李秋旺 國威里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李秋旺NO62)
花蓮市(105.07.29)核

銷 100,000 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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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旺 中華國小教室防漏設施改善工程(李秋旺NO17)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9,295 99,295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羅工企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壽豐國中後側門聯外道路改善工程(李秋旺NO42)
壽豐鄉(105.08.18)核

銷 99,088 99,05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謹德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相機設備工程(李秋旺NO35)
花蓮縣(105.08.24)核

銷 80,000 76,4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焦點沖印行

李秋旺 豐濱國小廁所沖水設施改善工程(李秋旺NO117)
豐濱鄉(105.10.03)核

銷 99,000 97,999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李秋旺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李秋旺NO81)
花蓮市(105.09.12)核

銷 98,750 97,956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永順漆行

李秋旺
忠孝國小校園美綠化工程(李秋旺NO14)2案合併

結算金額246,559

花蓮市(105.10.05)核

銷 98,000 97,440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 永新科技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壽豐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李秋旺NO155)

花蓮縣(105.12.06)核

銷 71,000 71,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文泰鋁業行、源隆工

程行



李秋旺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李秋旺NO37A)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2,000,000 1,954,3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李秋旺
長良納骨塔廣播系統及松浦火葬場休息室冷氣

等設備工程(李秋旺追23)

玉里鎮(105.12.07)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李秋旺
花崗國中空氣手槍訓練場地地墊設施改善工程

(李秋旺追48)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20,000 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逕洽廠商 永盛塑膠裝潢行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設施改善工程(李秋旺追

81A)

花蓮縣(105.12.28)核

銷 34,294 34,0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李秋旺 國強里里內公園體健設施工程(李秋旺追64)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98,000 97,90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小     計     3,527,477       3,456,443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飲水機設備

工程(莊枝財NO16)

花蓮縣(105.04.11)核

銷 30,000 29,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松下淨化科技生活館

莊枝財 國風國中國樂樂器設備工程(莊枝財NO17)
花蓮市(105.05.04)核

銷 400,000 38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招標 兆蜂企業商行

莊枝財
瑞祥村村辦公處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莊枝財

NO01)

瑞穗鄉(105.05.04)核

銷 36,000 34,29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長庚水電工程行

莊枝財
舞鶴村村辦公處百葉紗窗門設施改善工程(莊枝

財NO01)

瑞穗鄉(105.05.17)核

銷 31,250 30,881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元鋁門窗

莊枝財 信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莊枝財NO49)
花蓮市(105.06.24)核

銷 97,906 97,906 鄉鎮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公開取得 良欣工程行

莊枝財
北埔國小體育館舞台布幕暨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莊枝財NO26)

新城鄉(105.08.05)核

銷 585,386 512,010 鄉鎮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公開取得 瑋凌企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市文化及觀光發展所冷氣等設備工程(莊枝

財NO46)

花蓮市(105.07.20)核

銷 200,000 192,87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1.無；首長本權責

2.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2.葉氏企業

莊枝財
宜昌國中圖書室之設施改善及設備工程(莊枝財

NO02併案施慧萍NO02笛布斯．顗賚NO03結算金

額2,837,669元)

吉安鄉(105.11.23)核

銷 1,000,000 945,89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家駿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企業社

莊枝財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莊枝財NO45)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新社國小綜合教室設施改善工程(莊枝財追6）
豐濱鄉(105.11.14)核

銷 98,400 98,4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尚金室內裝修工程有

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消防分隊電力設施改善工程

(莊枝財追2）

花蓮縣(105.12.01)核

銷 15,500 15,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花新企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消防分隊洗車機設備工程(莊

枝財追2A）

花蓮縣(105.12.07)核

銷 15,000 1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正隆五金百貨



莊枝財
花蓮縣消防局富源消防分隊冷氣機等設備工程

(莊枝財追2A）

花蓮縣(105.12.09)核

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莊枝財 明義國小樂器設備工程(莊枝財追45）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968,000 9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公開招標 環球企業社

莊枝財
花蓮縣消防局消防車用行車紀錄器設備工程(莊

枝財追2A）

花蓮縣(105.12.28)核

銷 207,000 1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東碩汽車企業社

小     計     3,842,442       3,630,444

施慧萍 主權里社區綠美化工程(施慧萍NO04)
花蓮市(105.04.11)核

銷 98,000 92,7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盛寶綠園藝工程行

施慧萍 中正國小會議室投影機設備工程(施慧萍NO12)
花蓮市(105.04.11)核

銷 99,8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施慧萍 林榮國小音響設備工程(施慧萍NO44)
鳳林鎮(105.06.23)核

銷 91,050 91,050 鄉鎮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公開取得 正義音響行

施慧萍
北埔國小教室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施慧萍

NO17)

新城鄉(105.06.14)核

銷 380,000 38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山派出所槍櫃、鐵櫃

等設備工程(施慧萍NO05)

花蓮縣(105.07.04)核

銷 98,000 97,90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順正鋼製傢俱有限公

司

施慧萍 忠孝國小辦公室鋼櫃設備工程(施慧萍NO14)
花蓮市(105.07.11)核

銷 84,000 84,000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施慧萍 中華國小校園地坪改善工程(施慧萍NO88)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9,500 99,5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三民國中冷氣設備工程(施慧萍NO88)
玉里鎮(105.08.29)核

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國裕里)主權里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2人3案結算金額540,296元(施慧萍

NO27併案謝國榮NO27)

花蓮縣(105.09.19)核

銷 212,326 212,32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施慧萍
卓清村清水部落PE蓄水池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

NO67)

卓溪鄉(105.11.02)核

銷 98,000 97,386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晉騰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崙山村農路改善工程(施慧萍NO93)
卓溪鄉(105.11.02)核

銷 98,000 97,918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福運工程行

施慧萍
宜昌國中圖書室之設施改善及設備工程(施慧萍

NO02併案莊枝財NO02笛布斯．顗賚NO03結算金

額2,837,669元)

吉安鄉(105.11.23)核

銷 1,000,000 945,889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家駿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企業社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印表機等設備工程

(施慧萍NO55)

花蓮縣(105.12.01)核

銷 99,902 99,9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嘉威資訊企業

社、仁康運動器材企

業社、駿興電器有限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冷氣、乾衣機設備

工程(施慧萍NO48)

花蓮縣(105.12.01)核

銷 98,505 98,50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

限公司、駿興電器有

限公司



施慧萍 國治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NO31)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60,000 56,7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施慧萍NO21)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環場式照明燈(含發電機)設備工

程(施慧萍NO80)

花蓮縣(105.12.02)核

銷 350,000 314,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力中國際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山派出所戶外字幕機

設備工程(施慧萍NO45)

花蓮縣(105.12.28)核

銷 40,000 3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老人館遮雨棚設施工程 (施慧萍NO115)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98,000 85,37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家誠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中原國小行政大樓照明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追

56A)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施慧萍
中原國小附設幼兒園粉刷美化工程(施慧萍追

56A)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98,000 97,655 鄉鎮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福元工程行

施慧萍
中原國小校園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追

56A)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企業

施慧萍 明廉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追48)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93,937 93,225 鄉鎮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逕洽廠商 小林電機工程行

小     計     3,891,020       3,742,580

林宗昆 花蓮市公所地下倉庫設備工程(林宗昆NO16)
花蓮市(105.05.11)核

銷 100,000 99,8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和健水電工程行

林宗昆 第二聯合里里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林宗昆NO41)
花蓮市(105.05.25)核

銷 75,000 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建華電子材料行

林宗昆 康樂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林宗昆NO38)
新城鄉(105.06.14)核

銷 91,727 91,727 鄉鎮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富

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林宗昆 民運里公園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NO41)
花蓮市(105.08.10)核

銷 95,000 92,60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民勤里里內道路花台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NO48)
花蓮市(105.08.10)核

銷 99,8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成功街人行道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NO48)
花蓮市(105.08.10)核

銷 99,800 99,7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惠勝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忠孝停車場彩繪工程(林宗昆NO48)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9,800 99,7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億順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市化道球崙運動公園木球場綠美化工程(林

宗昆NO48)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90,000 84,45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鑫工程行



林宗昆 民享里內公園體健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NO80)
花蓮市(105.08.18)核

銷 45,000 44,2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民權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NO15)
花蓮市(105.08.26)核

銷 85,000 74,52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中誠企業

林宗昆 新城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林宗昆NO108)
新城鄉(105.09.20)核

銷 852,900 81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公開招標 振煇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重慶市場內部及周邊設施美化工程(併林宗昆

NO.21、張正治NO.25、余夏夫NO.27，三人一案

共830313元整)

花蓮市(105.11.02核

銷) 300,000 274,0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貝殼意象廣告

林宗昆
化仁國中舞蹈班音響系統等設備工程(林宗昆

NO117)

吉安鄉(105.11.04)核

銷 313,547 313,547 鄉鎮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1.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2.

逕洽廠商

1.元祥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佑倡電器工程

行

2.元祥資訊科技有限

林宗昆 山興里道路安全護欄改善工程(林宗昆NO46)
鳳林鎮(105.11.16)核

銷 98,000 95,24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山興里道路改善工程(林宗昆NO46)
鳳林鎮(105.11.16)核

銷 98,000 95,24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市公所文觀所採光罩設施工程(林宗昆NO115)
花蓮市(105.11.30核

銷) 95,000 94,80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林宗昆NO45)
花蓮市(105.12.09核

銷) 98,000 68,89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國威里路燈改善工程   (林宗昆NO41)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300,000 293,1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規費系統主機等設備工程(林

宗昆追-3)

花蓮市(105.10.19)核

銷 96,233 95,09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

務所

1.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2.

逕洽廠商

1.正中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葉式企業、大

同股份有限公司

2.中興保全股份有限

林宗昆 新城國小壁櫃等設備工程(林宗昆追-32)
新城鄉(105.11.30)核

銷 97,000 89,4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力全輕鋼架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音響設備工程(林宗

昆追-3A)

花蓮縣(105.12.09)核

銷 96,600 96,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艾杜燈光音響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消防分隊飲水機設備工程(林

宗昆追-2A)

花蓮縣(105.12.02)核

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賀眾商號

林宗昆 嘉里國小冷氣暨飲水機設備工程(林宗昆追-61)
新城鄉(105.12.21)核

銷 78,000 7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萬順冷氣冷凍行、津

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預防科安全檢測器材組等設備工

程(林宗昆追-2A)

花蓮縣(105.12.28)核

銷 266,878 265,5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1.公開招標

2.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3.

逕洽廠商

1.健理有限公司

2.暐元資訊企業社

3.金生元鐵櫃家俱行

林宗昆 國福國小體育器材設備工程(林宗昆追-65A)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87,000 8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信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追-65A)
花蓮市(105.12.28)核

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完美廣告



林宗昆
富里國小更新教室液晶投影機設備工程(林宗昆

追-32)

富里鄉(105.12.30)核

銷 96,600 96,6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小     計     3,980,885       3,843,724

何禮臺
北埔村樹林腳社區活動中心屋頂防漏設施改善

工程(何禮臺NO10)

新城鄉(105.03.30)核

銷 98,000 96,55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明泰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富源國中教師及行政電腦設備工程(何禮臺NO34)
光復鄉(105.04.22)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源國中 逕洽廠商 建騰企業社

何禮臺
新城鄉康樂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何

禮臺NO21)

新城鄉(105.05.19)核

銷 98,000 9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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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投影機設備工程(何禮臺

NO21)

新城鄉(105.05.17)核

銷 25,000 18,16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無；首長本權責 卡色式科技有限公司

何禮臺 康樂國小藝文教室置物櫃設備工程(何禮臺NO28)
新城鄉(105.05.19)核

銷 98,500 98,500 鄉鎮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聯合裝潢櫥窗行

何禮臺 玉里鎮公所鎮長室沙發設備工程(何禮臺NO46)
玉里鎮(105.06.27)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林三浩沙發行

何禮臺 玉里鎮公所電動割草機等設備工程(何禮臺NO43A)
玉里鎮(105.08.10)核

銷 98,000 97,25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宏匠企業社、大同綜

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分公司玉里服務

站

何禮臺 嘉里長青會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NO80)
新城鄉(105.08.18)核

銷 70,000 68,75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昌玻璃行

何禮臺
玉里鎮公所第1會議室音響系統等設備工程(何

禮臺NO89)

玉里鎮(105.08.15)核

銷 98,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松荷企業社

何禮臺 北埔村村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何禮臺NO21)
新城鄉(105.08.18)核

銷 78,000 77,5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七圓電器行

何禮臺 大漢村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何禮臺NO80)
新城鄉(105.08.22)核

銷 92,000 92,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何禮臺 北埔村辦公處飲水機設備工程(何禮臺NO118)
新城鄉(105.08.31)核

銷 23,000 22,5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何禮

臺NO31)

花蓮縣(105.09.08)核

銷 99,000 97,68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東龍工程行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何禮

臺NO37A)

花蓮縣(105.09.22)核

銷 270,000 2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何禮臺 康樂村村辦公處割草機設備工程(何禮臺NO145)
新城鄉(105.10.03)核

銷 15,000 14,5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純正農業社

何禮臺 新城村村辦公處冰箱等設備工程(何禮臺NO145)
新城鄉(105.10.03)核

銷 98,000 94,514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1.無；首長本權責

2.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1.葉式企業

2.佑倡電器工程行、

葉式企業



何禮臺 康樂國小操場跑道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NO146)
新城鄉(105.10.12)核

銷 98,000 97,996 鄉鎮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嘉新村嘉南路90巷路面改善工程(何禮臺NO80)
新城鄉(105.10.12)核

銷 180,000 142,103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路豐營造有限公司

何禮臺 大漢村村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何禮臺NO145)
新城鄉(105.10.12)核

銷 40,000 39,407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何禮臺 大漢村七星街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NO31)
新城鄉(105.10.12)核

銷 98,000 97,93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昱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明恥國小教室粉刷美化工程(何禮臺NO151)
花蓮市(105.10.19)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何禮臺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縫紉機設備工程(何禮

臺NO105)

花蓮縣(105.11.02)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原住民行政處 無；首長本權責
臺灣勝佳縫紉機器股

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佳林村社區綠美化工程(何禮臺NO37A)
新城鄉(105.11.16)核

銷 90,000 89,049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虹霖園藝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嘉里派出所LED字幕機設

備工程(何禮臺NO21)

花蓮縣(105.12.06)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嘉里村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何禮臺

NO145)

新城鄉(105.12.12)核

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豐聖企業社

何禮臺
觀音里舊田段201-2地號農路改善工程(何禮臺

NO80)

玉里鎮(105.12.12)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偉翰工程行

何禮臺 忠孝國小字幕顯示機設備工程(何禮臺NO151)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95,000 94,600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何禮臺 忠孝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何禮臺NO88)
花蓮市(105.12.21)核

銷 98,000 97,465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壹路發工程企業社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飲水機等設備工程(何禮

臺NO89)

花蓮縣(105.12.28)核

銷 98,000 93,3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佑倡電器工程

行、禾益欣有限公司

何禮臺
北埔村部落入口意象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

NO43A)

新城鄉(105.12.30)核

銷 95,000 6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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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里村4路20巷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追4)
新城鄉(105.11.04)核

銷 98,000 97,16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嘉里國小駕駛式手排割草機設備工程(何禮臺追

10)

新城鄉(105.11.14)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社區活動中心手提音響設備工程(何禮臺追

19)

新城鄉(105.11.16)核

銷 70,000 57,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威盛企業社

何禮臺 新城國小禮堂音響設備工程(何禮臺追10)
新城鄉(105.11.28)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何禮臺 新城村公園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追10)
新城鄉(105.11.28)核

銷 97,000 95,50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育園企業社

何禮臺 嘉新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追5)
新城鄉(105.11.28)核

銷 98,000 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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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村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何禮

臺追5)

新城鄉(105.11.28)核

銷 96,000 9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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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林國中體健運動休閒設備工程(何禮臺追35)
秀林鄉(105.12.09)核

銷 93,000 93,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何禮臺
秀林國中室外運動場增設照明設施工程(何禮臺

追35)

秀林鄉(105.12.09)核

銷 28,700 28,7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何禮臺 順安村產業道路柏油改善工程(何禮臺追10)
新城鄉(105.12.07)核

銷 96,000 95,37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育園企業社

何禮臺 新城村路面排水設施改善工程(何禮臺追5)
新城鄉(105.12.30)核

銷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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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鑄強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何禮臺追51)
花蓮市(105.12.30)核

銷 259,905 259,905 鄉鎮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台

銀採購部〉
愷華資訊有限公所

小     計     4,063,105       3,944,936

許淑銀 秀林國中原住民資源教室冷氣設備工程(許淑銀NO28)
秀林鄉(105.06.01)核

銷 190,000 1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國小3D印表機設備工程(許淑銀NO44)
秀林鄉(105.06.14)核

銷 65,000 62,5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新科技

許淑銀 鶴岡國小校內粉刷美化工程(許淑銀NO38)
瑞穗鄉(105.06.14)核

銷 95,011 95,011 鄉鎮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晟弘工程行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辦公室OA設備工程(許淑

銀NO27)

花蓮縣(105.07.04)核

銷 98,000 92,95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家緣企業社

許淑銀 見晴國小字幕機設備工程(許淑銀NO57)
萬榮鄉(105.07.04)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晶采節能光電科技

許淑銀 太平國小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NO44)
卓溪鄉(105.07.20)核

銷 99,000 98,959 鄉鎮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秀林國小空拍機設備工程(許淑銀NO77)
秀林鄉(105.07.29)核

銷 50,000 49,4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公開取得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太平國小廳舍門窗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NO44)
卓溪鄉(105.08.05)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信元鋁門窗

許淑銀 富世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許淑銀NO77)
秀林鄉(105.08.15)核

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許淑銀 宜昌國小電話系統設備工程(許淑銀NO94)
吉安鄉(105.08.15)核

銷 97,600 97,6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許淑銀 崇德村內圍牆粉刷美化工程(許淑銀NO92)
秀林鄉(105.08.18)核

銷 98,000 97,53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國興里道路路指示牌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NO92)
花蓮市(105.08.22)核

銷 98,000 91,9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建安道路器材有限公

司

許淑銀 玉里鎮公所內部冷暖氣設備工程(許淑銀NO69)
玉里鎮(105.09.08)核

銷 100,000 99,67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銅門檢查所宿舍設施改

善工程(許淑銀NO27)

花蓮縣(105.10.05)核

銷 98,000 97,4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喬泰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萬榮村農路改善工程及明利村道路排水溝設施

改善工程2案合併(許淑銀NO01)

萬榮鄉(105.10.13)核

銷 800,000 656,162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崇德國小校園圍牆彩繪工程(許淑銀NO141)
秀林鄉(105.10.13)核

銷 65,000 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崇德國小 逕洽廠商 永順漆行

許淑銀 見晴村農路改善工程(許淑銀NO01)
萬榮鄉(105.10.17)核

銷 500,000 483,43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明利村路燈工程(許淑銀NO01)
萬榮鄉(105.11.28)核

銷 100,000 98,633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萬榮村路燈工程(許淑銀NO01)
萬榮鄉(105.11.28)核

銷 100,000 94,752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學田村2鄰農路擋土牆改善工程(許淑銀NO57)
富里鄉(105.11.30)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碇玉工程行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電腦設備工程(許淑

銀NO141)

花蓮縣(105.12.07)核

銷 98,600 98,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長宏電訊企業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加灣派出所飲水機等設

備工程(許淑銀NO45)

花蓮縣(105.12.09)核

銷 95,000 86,1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順發鐵櫃有限公

司、葉氏企業

許淑銀 古風村路燈工程及立山村路燈工程等2案(許淑銀NO39)
卓溪鄉(105.12.28)核

銷 200,000 199,798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達水電行

許淑銀
秀林鄉公所投影機、多功能事務機等設備工程

(許淑銀NO27)

秀林鄉(105.12.30)核

銷 100,000 68,572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正合儀器行

許淑銀 秀林鄉公所音響設備及空調設備工程(許淑銀NO45)
秀林鄉(105.12.30)核

銷 130,000 129,984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逕

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育

華企業社

許淑銀
秀林鄉公所攜帶式電子琴、飲水機設備工程(許

淑銀NO48)

秀林鄉(105.12.30)核

銷 60,000 59,8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麗崧書

局

許淑銀 卓溪鄉公所內部電腦等設備工程(許淑銀NO69)
卓溪鄉(105.12.30)核

銷 100,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許淑銀 卓溪國小反曲弓弓具組設備工程(許淑銀追9A)
卓溪鄉(105.11.14)核

銷 96,900 96,9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許淑銀 佳民國小校舍網路系統設備工程(許淑銀追6)
秀林鄉(105.11.30)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壹誠電腦科技有限公

司

許淑銀 三棧國小屋頂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追6)
秀林鄉(105.12.09)核

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許淑銀 鶴岡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許淑銀追1A)
瑞穗鄉(105.12.02)核

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逕洽廠商 奈亞企業社

許淑銀 古風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追57)
卓溪鄉(105.12.23)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上永企業社

許淑銀 卓清國小校園圍牆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追57)
卓溪鄉(105.12.23)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清國小 逕洽廠商
明昌金屬工業有限公

司

許淑銀 立山國小禮堂設施改善工程 (許淑銀追57)
卓溪鄉(105.12.28)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立山國小 逕洽廠商 東德油漆行

許淑銀 秀林村村內坡崁工程(許淑銀追8)
秀林鄉(105.12.30)核

銷 99,800 98,515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良心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平和國中教學生態池設施改善工程(許淑銀追63)
壽豐鄉(105.12.30)核

銷 97,294 97,294 鄉鎮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秀林鄉公所辦公室冷氣等設備工程 (許淑銀追100)
秀林鄉(105.12.30)核

銷 180,000 149,0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賀眾商行、立安企業

社、永御實業有限公

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

(許淑銀NO92)

花蓮縣(105.12.30)核

銷 88,000 87,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鼎金企業社、晶采節

能光電科技

小     計     4,961,205       4,702,589

鄭乾龍 吉安鄉公所空氣清靜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4.15

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建利電器行

鄭乾龍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105.5.30

核銷)
98,000 97,40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 順泰水電行

鄭乾龍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5.5.18

核銷) 82,000 81,32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

務所
無 維辰空間設計室

內裝修

鄭乾龍 吉安鄉老人會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5.18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鄭乾龍 北昌國小階梯教室節能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5.5.23

核銷) 83,100 83,100
鄉鎮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無

鏹聲企業

鄭乾龍 花蓮縣豐濱鄉戶政事務所字幕機設備工程
豐濱鄉

(105.06.28核銷)
33,520 33,52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戶政事

務所
共同 創奕科技實業



鄭乾龍 新社國小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AED)設備工程
豐濱鄉

(105.06.28核銷)
66,000 66,000 鄉鎮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無

新光電通股份有

限公司

鄭乾龍 吉安鄉公所圖書館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7.6

核銷)
77,308 77,30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 葉氏企業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字幕機等設

備工程

花蓮縣

(105.07.06核消)
98,500 98,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 綠育企業社

鄭乾龍 豐山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07.27核銷)
98,000 97,93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東山水電行

鄭乾龍 民勤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08.10核銷)
98,000 96,97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振豐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康樂社區同心園區健康器材設施工程
新城鄉

(105.08.10核銷)
98,000 97,995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富里鄉公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9.0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 奕勝企業社

鄭乾龍 舞鶴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09.21核銷)
98,800 98,800 鄉鎮公共工程 舞鶴國小 無 津湛有限公司

鄭乾龍 吉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9.21核銷)
172,690 172,69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 葉氏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消防局光復消防分隊交誼廳地磚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

(105.09.26核銷)
40,000 38,1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昇達工程行

鄭乾龍 佳民國小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

秀林鄉

(105.09.21核銷

97000)
97,000 95,380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

台隆五金行

燦坤花蓮中正店

鄭乾龍 美崙山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11.09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農業處 無 錩盛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吉安國中冷氣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1.30核銷)
200,000 199,82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共同 佑昌電氣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碎紙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8,000 96,57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

鑫立企業社

捷達數位系統股

份有限公司

鄭乾龍 鳳林鎮民享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5.12.09核銷)
450,000 351,512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永業興土木包工

業

鄭乾龍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電腦設備工程
豐濱鄉

(105.12.09核銷)
41,746 37,076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共同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鄭乾龍 福興村村辦公處移動式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2.07核銷)
55,000 5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正義音響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20核銷)
227,344 227,3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鄭乾龍 吉安國中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2.27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無 純正農業社

鄭乾龍 三民國中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2.27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無 養豐企業社

鄭乾龍 吉安鄉公所停車場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05核銷)
98,000 97,85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協立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壽豐國中LED電子看板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6.01.0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無

玩美廣告光學企

業社

鄭乾龍 壽豐國中吹葉機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6.01.0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無

裕森有限公司

凱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鄭乾龍 東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6.01.10核銷)
99,800 99,119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無 大銘鋁業

鄭乾龍 光華垃圾衛生掩埋場地坪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10核銷)
54,000 53,69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瀚專工程行

小     計     3,301,808       3,190,035

余夏夫 105年度花蓮縣明恥國小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5.4.15

核銷) 350,000 342,0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民小學 公開取得 育樂社

余夏夫 中正國小國樂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5.4.26

核銷)
450,000 436,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民小學 公開取得 兆蜂企業商行

余夏夫 稻鄉國小校園油漆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5.5.23

核銷) 115,287 115,287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民小學 無

聯亞油漆工程行

雁山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

余夏夫 仁安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5.6.15

核銷) 58,000 57,14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盛隆鋼鎍行

余夏夫 宜昌國小校內廣播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6.23核銷) 99,600 99,6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民小學 無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余夏夫 新城鄉巴拉米旦聚會所圖騰柱彩繪工程
新城鄉

(105.08.15核銷)
95,000 75,09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卉盈企業社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民孝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09.26核銷)
500,000 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北區電信

分公司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張

正治、余夏夫NO.19，2人4案共計1304176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196,555 196,5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張

正治、余夏夫NO.19，2人4案共計1304176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500,000 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余夏夫
重慶市場內部及周邊設施美化工程(併林宗昆

NO.21、張正治NO.25、余夏夫NO.27，三人一案

共830313元整)

花蓮市

(105.11.02核銷)
300,000 282,30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貝殼意象廣告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消防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85,700 85,7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杰昇工程行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空壓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40,000 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睿洋行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消防分隊電話通訊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40,000 4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暐元資訊企業社

余夏夫 忠孝國小校園網路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2.07核銷)
90,000 89,668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民小學 無

東暉儀器有限公

司

余夏夫 三棧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秀林鄉

(105.12.09核銷)
34,000 34,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棧國民小學 無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消防分隊洗車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9核銷)
15,000 1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正隆五金百貨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消防分隊防颱百葉窗組設備

工程

花蓮縣

(105.12.09核銷)
98,154 98,15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長玉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消防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9核銷)
20,000 16,8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葉氏企業

小     計     3,087,296       3,023,401

林秋美 吉安鄉公所圖書館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4.21

核銷) 99,520 99,52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林秋美 國福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5.5.30

核銷)
99,901 98,846 鄉鎮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無 佳東企業社

林秋美
光華國小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併林秋美

NO.42、張正治NO.44，2人1案，共300000元)

吉安鄉

(105.06.30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

佑倡電器工程行

林秋美 新城鄉大德部落周邊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

(105.09.06核銷) 250,000 235,086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徐

雪玉、林秋美NO.41，2人1案共計429530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119,512 115,7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分公司

林秋美 宜昌國小E化資訊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1.02核銷)
980,400 980,4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公開取得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林秋美 化仁國小司令台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

(105.11.23核銷)
99,760 99,691 鄉鎮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無 佳東企業社

林秋美 化仁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1.23核銷)
98,950 98,919 鄉鎮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無

佑倡電器工程行

明益醫療器材有

限公司

林秋美 化仁國小校園網路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1.23核銷)
99,200 97,650 鄉鎮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無 永新科技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消防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8,867 98,86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鈺里室內裝修工

程行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消防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40,000 38,1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寬霖室內裝潢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消防分隊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8,000 97,76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玉長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消防分隊割草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10,000 1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正隆五金百貨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消防分隊電池型軍刀鋸設備

工程

花蓮縣

(105.12.09核銷)
15,000 1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正隆五金百貨

南泰五金行

林秋美 花蓮市大本運動公園步道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12.27核銷)
1,000,000 947,42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源順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新城鄉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窗簾設施工程
新城鄉

(106.01.03核銷)
220,000 194,941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睿霖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6.01.05核銷)
35,000 3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萬能通企業社

統好裝潢行

小     計     3,464,110       3,363,010

笛布斯‧顗

賚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5.4.26

核銷) 95,000 94,05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崑輝營造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佳民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秀林鄉(105.4.26

核銷)
95,000 94,599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復興國小風雨教室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5.5.18

核銷) 96,500 96,500
鄉鎮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無

升宏資訊

笛布斯‧顗

賚
長良國小辦公室設施工程

玉里鎮(105.5.18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無

睿霖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主權里里內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5.5.23

核銷) 100,000 99,04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寬華實業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光華國小圖書室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5.23

核銷)
65,708 65,708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光華國小圖書室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5.5.24

核銷)
63,987 63,987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曼紗窗簾傢飾館

笛布斯‧顗

賚
美崙國中東校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6.28)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無 昱順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5.7.6

核消)
96,000 94,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

翔威資訊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稻香國小電腦設備工程(併笛布斯NO.20、張正

治NO.22、游淑貞NO.38，3人1案，結算金額

293865元)

吉安鄉(105.7.21

核銷)
97,955 97,955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公開取得 昇宏資訊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屋頂防漏等設施改善工

程

花蓮縣(105.7.13

核銷)
95,000 94,6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 峻豐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鳳林鎮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8.05核銷)
500,000 443,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無

公開取得

長榮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宏光電氣行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08.25核銷)
98,000 96,40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金源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勤務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08.15核銷)
95,000 94,08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 宏居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國治里里內公園透水磚鋪面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08.25核銷)
100,000 98,81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盛寶綠園藝工程

行

笛布斯‧顗

賚
主權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

(105.09.12核銷)
50,000 47,8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勝興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忠孝國小校園美綠化工程(併迪布斯、李秋旺

NO.14，2人1案共計246559元整)

花蓮市

(105.10.05核銷)
150,000 149,119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 永新科技

笛布斯．顗

賚
宜昌國中圖書室之設施改善及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1.23)核銷
1,000,000 945,89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家駿室內裝修設

計工程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中原國小碎木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1.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無 純正農業社

笛布斯．顗

賚
佐倉運動公園(舊火葬場南邊)整地工程

花蓮市

(105.12.07核銷)
95,000 92,59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振豐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泰林文化園區跳舞廣場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5.12.27核銷)
98,000 94,771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 新世紀園藝

笛布斯．顗

賚

富里國小學生活動中心投影機電動布幕設備工

程

富里鄉

(105.12.21核銷)
98,500 98,5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無 兆學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源城里環境美化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6.01.0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 年盛水電行

笛布斯．顗

賚
國福棒壘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6.01.10核銷)
95,000 90,5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無

曜登工程事業有

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立體育場割草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6.01.05核銷)
200,000 159,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公開招標

麒勝興業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舞鶴村村辦公處冷氣等內部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6.01.05核銷)
90,000 87,5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

大順電器行

連億鐵櫃傢俱行



笛布斯．顗

賚
佳民國小新建教室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秀林鄉

(106.01.10核銷)
98,500 98,500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 精湛有限公司

小     計     3,959,150       3,784,664

徐雪玉 豐裡國小教學大樓電源改善工程
壽豐鄉(105.6.7

核銷) 96,251 96,251
鄉鎮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無

亞比斯工程行

徐雪玉 北林里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鳳林鎮(105.7.13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愷華資訊有限公

司

徐雪玉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5.7.6

核消) 85,000 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

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新禾股份有限公

司

徐雪玉 壽豐國小文康中心冰水主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5.7.21

核銷) 35,280 35,28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無

日金消防工程行

徐雪玉 壽豐國小引擎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5.7.21

核銷) 26,000 2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無

吉利農業資材行

徐雪玉 太昌國小多媒體教室外牆彩繪工程
吉安鄉

(105.08.10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無 胡武勇先生

徐雪玉 米棧村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09.06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權慧企業有限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壽豐鄉)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徐

雪玉、林秋美NO.41，2人1案共計429530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313,734 313,7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分公司

徐雪玉 壽豐鄉光榮村聚會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5.11.2

核銷)
96,000 95,501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紳騰工程行

徐雪玉 光榮村公有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5.11.2

核銷)
98,000 97,7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紳騰工程行

徐雪玉 溪口村部落文化聚會所貨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1.10核銷)
98,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永盛實業社

徐雪玉 水璉村18鄰農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12.27核銷)
75,006 71,02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永暉企業社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月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

淑貞、黃振富NO.46、徐雪玉、游淑貞NO.45；3

人5案共計2690789)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596,782 596,78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小     計     1,813,053       1,780,359

黃振富 中正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05.07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無

照學企業社



黃振富 LED人工光源蔬菜養身箱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5.18核銷)
68,000 6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無

國立花蓮高級農

業職業學校

黃振富 活動中心舞台大型垂直布幕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5.18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無

彥勝工程行

黃振富 見晴國小監視系統等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06.28核銷) 99,500 99,500
鄉鎮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無

兆學企業社

黃振富 國福里里內護欄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06.30核銷) 98,0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東旺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月眉國小籃球架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5.6.28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無 勝欣企業社

黃振富 富世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秀林鄉(105.7.6

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無 兆學企業社

黃振富 吉安鄉仁里三街路面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7.21核銷)
390,364 363,02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 協立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光復鄉鄉內道路水泥路面工程(併黃振富

NO.35、楊德金NO.39，2人1案，共353205元)

光復鄉

(105.09.09核銷)
98,000 86,97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 溢盛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光復鄉公所農特產展售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光復鄉

(105.12.09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 東大電器材料行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壽豐分隊設施工程
花蓮縣

(105.12.27核銷)
71,767 28,07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永安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

(105.12.27核銷)
95,000 94,948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無 永順漆行

黃振富 忠孝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2.15核銷)
138,000 128,900 鄉鎮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昇宏資訊

黃振富 德武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2.21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德武國小 無 兆學企業社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

淑貞、黃振富NO.46、徐雪玉、游淑貞NO.45；3

人5案共計2690789)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231,315 231,31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黃振富 鑄強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2.27核銷)
82,885 82,885 鄉鎮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

愷華資訊有限公

司

黃振富 民勤里道路排水溝設施工程
花蓮市

(106.01.11核銷)
700,000 666,4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     計     2,639,831       2,511,791

張正治 月眉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壽豐鄉(105.6.3

核銷) 92,000 92,000
鄉鎮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無 永業興土木包工

業



張正治 宜昌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5.24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無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張正治 檔案室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5.6.1

核銷) 98,000 97,099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鋐旻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

張正治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併林秋美NO.42、張正

治NO.44，2人1案，共300000元)

吉安鄉

(105.06.30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

佑倡電器工程行

張正治
稻香國小電腦設備工程(併笛布斯NO.20、張正

治NO.22、游淑貞NO.38，3人1案，結算金額

293865元)

吉安鄉(105.7.21

核銷)
97,955 97,955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公開取得 昇宏資訊

張正治 花崗國中管樂團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07.29核銷)
492,000 482,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張正治 太昌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8.11核銷)
99,720 99,72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無 普傑企業社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仁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張

正治、余夏夫NO.19，2人4案共計1304176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130,499 130,49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干城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張

正治、余夏夫NO.19，2人4案共計1304176元整)

花蓮縣

(105.09.29核銷)
477,122 477,12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張正治 北昌國小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9.29核銷)
375,000 360,738 鄉鎮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金源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重慶市場內部及周邊設施美化工程(併林宗昆

NO.21、張正治NO.25、余夏夫NO.27，三人一案

共830313元整)

花蓮市

(105.11.02核銷)
300,000 274,0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貝殼意象廣告

張正治 壽豐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1.17核銷)
963,500 931,99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張正治
南平里平吉路26號附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併

張正治NO.65、張峻NO.40A，2人1案，共398350

元)

鳳林鎮

(105.11.17核銷)
98,000 87,139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樹林腳社區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新城鄉

(105.12.27核銷)
52,400 50,912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麥特科技有限公

張正治 豐濱國中入口地坪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

(106.01.0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無 貫通企業社

張正治 新城鄉公所內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新城鄉

(106.01.03核銷)
98,000 91,080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弘寶電通有限公

司

張正治 樹林腳社區活動中心籃球架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

(106.01.05核銷)
89,513 88,998 鄉鎮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 鑫鐵興企業社

張正治 平和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12.27核銷)
70,350 70,350 鄉鎮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無

宏寶電通有限公

司

張正治 仁安村南海四街80號旁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10核銷)
60,000 22,20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 協力土木包工業



小     計     3,990,059       3,849,809

葉鯤璟 水璉國小照明設施工程
壽豐鄉(105.5.23

核銷) 48,000 47,925
鄉鎮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無

宏碩企業社

葉鯤璟 水璉國小窗簾設備工程
壽豐鄉(105.5.23

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無 兆學企業社

葉鯤璟 光華國小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5.23

核銷) 85,309 85,309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共同供應契約

鼎盈商業機器企

業

新向系統科技股

葉鯤璟 光華國小電話系統通訊設備工程
壽豐鄉(105.5.23

核銷) 72,800 72,8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鼎盈商業機器企

業

葉鯤璟 壽興老人會電腦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06.30核銷) 70,000 68,493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

司

葉鯤璟 北林里里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105.7.13

核消)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上將電業社

葉鯤璟 花蓮地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08.05核銷)
220,000 204,9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花

蓮分公司

葉鯤璟 豐裡國小會議室防水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08.17核

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靖禾工程行

葉鯤璟 南平里里辦公處高壓噴水機及吹葉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8.30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新豐農藥行

葉鯤璟 忠孝國小投影機暨攀爬遊具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1.23核銷)
855,000 851,2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消防分隊設施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61,400 61,4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信元鋁門窗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壽豐分隊夜鷹防爆探照

燈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庭鶴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壽豐分隊多功能訓練床

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48,000 4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大觀園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辦公室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155,000 15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美好家具生活館

暐元資訊企業社

葉氏企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消防分隊警鈴廣播系統及電

話通訊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7核銷)
53,000 53,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集翔工程行

正欣電器行

葉鯤璟 北林三村活動中心屋頂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5.12.09核銷)
97,000 93,477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雅比斯工程行

葉鯤璟 水璉村南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12.09核銷)
215,000 202,673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茂坤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平和國中粉刷美化工程
壽豐鄉

(105.12.09核銷)
83,600 83,600 鄉鎮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無 冠文油漆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多功能重量訓練機設備

工程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51,240 51,240 鄉鎮公共工程 消防局 無 大觀園企業社

葉鯤璟 池南村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2.27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精研企業有限公

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消防分隊廚房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12.27核銷)
75,000 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永騰企業社

葉鯤璟 溪口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2.21核銷)
99,700 99,700 鄉鎮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無

愷華資訊有限公

司

葉鯤璟 池南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6.01.05核銷)
98,000 97,884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 靖禾工程行

葉鯤璟 勝安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12.27核銷)
95,0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旭昌工程行

葉鯤璟 豐濱國中地坪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

(106.01.05核銷)
91,466 91,466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無 慣通企業社

葉鯤璟 吉安鄉垃圾掩埋場操作平台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1.10核銷)
90,000 88,757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捷勝營造有限公

司

葉鯤璟 勝安社區活動中心LED跑馬燈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6.01.05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創意科技實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消防分隊救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6.01.0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花蓮潛水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消防分隊電熱水器設備工程

等2案

玉里鎮(106.1.6

核銷)
55,000 41,25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消防分隊

無；首長本權

責
金賀盛

小     計     3,445,515       3,393,928

游淑貞 光華國小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5.6.1

核銷) 99,861 99,861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曼紗窗簾傢飾館

游淑貞 鳳林鎮公所電話通訊系統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6.30核銷)
98,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家禾通信有限公

司

游淑貞
稻香國小電腦設備工程(併笛布斯NO.20、張正

治NO.22、游淑貞NO.38，3人1案，結算金額

293865元)

吉安鄉(105.7.21

核銷)
97,955 97,955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公開取得 昇宏資訊

游淑貞 光華村村辦公處廣播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8.05核銷) 97,100 97,1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錦浩燈光音響股

份有限公司

游淑貞 永安村活動中心綠美化工程
吉安鄉

(105.08.10核銷) 95,500 94,76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富里花園



游淑貞 南華村活動中心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8.22核銷)
79,275 78,42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湖陽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勝安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09.06核銷)
50,000 42,91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游淑貞 北昌村北昌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0.13核銷)
79,275 60,742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灣電器股份有

限公司

游淑貞 鳳信里里辦公處TF35煙霧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11.10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新峰農藥行

游淑貞 明恥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5.11.25核銷)
93,000 93,000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無 津湛有限公司

游淑貞 宜昌國中圖書室暨校園環境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12.27核銷)
375,636 375,591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家駿室內裝修工

程企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

淑貞、黃振富NO.46、徐雪玉、游淑貞NO.45；3

人5案共計2690789)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718,372 718,37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永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

淑貞、黃振富NO.46、徐雪玉、游淑貞NO.45；3

人5案共計2690789)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1,000,000 1,0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

淑貞、黃振富NO.46、徐雪玉、游淑貞NO.45；3

人5案共計2690789)

花蓮縣

(105.12.21核銷)
144,320 144,32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游淑貞 干城村吉城二街路面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10核銷)
219,004 168,68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 協力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仁和村中正路二段280巷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10核銷)
313,500 277,60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萬鑫營造有限公

司

小     計     3,610,798       3,496,325

邱永双 慶豐活動中心冷氣及液晶顯示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7.13

核銷) 174,000 174,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

葉氏企業

邱永双
花蓮市民運、民樂、民立、民政里活動中心百

葉窗等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5.7.13

核銷)
97,000 91,90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 永盛鋁門窗

邱永双 稻香國小空調及無線擴音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5.7.21

核銷) 99,800 99,800
鄉鎮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無

共同供應契約

兆學企業社

東元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

邱永双 干城村干城二街AC路面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09.12核銷) 350,000 338,12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

協立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瑞穗鄉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09.26核銷) 98,000 97,90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

晟弘工程行



邱永双 鳳智里中華路與民權路中央分隔島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

(105.11.17核銷)
95,000 92,269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柏榮園藝工程行

邱永双 瑞祥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賴進坤NO27)
花蓮縣

(105.11.09)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邱永双 南華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11.23核銷)
95,5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景盛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光華國小紗門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12.05核銷)
95,000 94,748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巃星鋁業號

邱永双 吉安鄉老人會館電腦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

(105.12.09核銷)
98,000 97,97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東輝儀器

億學實業有限公

司

邱永双 仁里社區壓克力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03核銷)
1,150,000 938,567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長德室內裝修

邱永双 福興村舊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03核銷)
170,000 157,43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傑富土木包工業

小     計     2,822,300       2,577,476

游美雲 鳳智里里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5.7.21

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無

正義音響行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樂活會館冷氣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9.06核銷)
97,000 92,408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大同綜合信電股

份有限公司

好美家具生活館

游美雲 林榮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9.12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游美雲 大榮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9.12核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無

玉山企業社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樂活會館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12.09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嘉威資訊企業社

游美雲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併游美雲、謝國榮、陳建

忠、陳英妹NO.33、潘富民NO.39，5人1案，共

385196元)

瑞穗鄉

(105.12.05核銷)
96,000 62,67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游美雲 鳳林國小多功能語音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12.27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兆學企業社

游美雲 吉安國中消防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5.12.27核銷)
87,250 87,25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瑞鍠企業社

游美雲 鳳林鎮內公園周邊環境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6.01.03核銷)
1,000,000 949,18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忠孝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6.01.05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游美雲 志學國小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6.01.05核銷)
90,000 69,381 鄉鎮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無 曼沙窗簾家飾館

游美雲 鳳仁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6.01.03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無

秉乘資訊有限公

司

游美雲 北昌國小低壓電箱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05核銷)
88,000 8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無

丞昱機電技術工

程有限公司

游美雲 花蓮市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

(106.01.05核銷)
100,000 93,8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 原動力企業社

游美雲 鳳林國小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6.01.03核銷)
75,000 75,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國小 無 正義音響行

游美雲 鳳信里里辦公處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6.01.10核銷)
90,000 89,762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意欣土木包工業

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林國中電腦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6.01.10核銷)
92,000 92,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無

智宇科技電腦企

業社 兆學企業社

游美雲 玉里鎮公所清潔隊車輛行車紀錄器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6.01.10核銷)
92,000 89,5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 健全工業社

游美雲 鎮民廣場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6.01.10核銷)
200,000 199,89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游美雲 鳳智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

(106.01.10核銷)
90,000 89,26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 宜璟景觀工程行

游美雲 花蓮市公所辦公桌椅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

(106.01.10核銷)
200,000 199,06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共同、

逕洽、逕洽

成朋電腦有限公

司、葉氏企業

社、梅珍香食品

游美雲 佳民國小圖書室窗簾設施工程
秀林鄉

(106.01.10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 精湛有限公司

游美雲 宜昌國中電動鐵捲門設施工程
吉安鄉

(106.01.10核銷)
92,000 92,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無 金源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6.01.05核銷)
96,000 93,24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

祈聯發鋁業有限

公司

小     計     3,417,250       3,294,419

潘富民 長良國小圖書室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5.30核銷)
86,000 84,30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

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潘富民 中城國小風雨操場戶外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6.14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

司



潘富民 古風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

(105.06.14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古風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東德工程行

潘富民 中城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5.06.17核銷)
96,668 96,66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松鼎企業社

潘富民 東里國中廚房車道整平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7.06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民中學

無；首長本權

責
洄瀾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玉里鎮鎮民廣場不鏽鋼單槓設施工程
玉里鎮(105.7.13

核銷)
55,000 50,146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譽峰工程行

潘富民 富里國小書包櫥櫃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7.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金德建材行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資訊科攝影視訊會議系統設備工

程

花蓮縣

(105.07.29核銷)
90,000 84,28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

責
鼎金企業社

潘富民 瑞良村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08.05核銷)
98,000 96,94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無；首長本權

金永昌企業社

大順電器行

潘富民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屋頂防水處理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8.05核銷)
96,000 95,97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富里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頂匠工程行

潘富民 大禹國小彩繪及LED燈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8.10核銷)
80,000 79,826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大禹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津湛有限公司

潘富民 玉東國中音響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9.2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潘富民 中城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5.10.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松鼎企業社

潘富民 大禹里環境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5.10.28核銷)
98,000 95,12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潘富民
學田社區圍牆粉刷美化工程(併潘富民NO.39，1

人2案，共計279907元)

富里鄉

(105.11.09)核銷
95,000 90,14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土木包工

業

潘富民
竹田村10鄰板橋設施工程(併潘富民NO.39，1人

2案，共計279907元)

富里鄉

(105.11.09)核銷
200,000 189,76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土木包工

業

潘富民 瑞祥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賴進坤NO39)
花蓮縣

(105.11.09)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潘富民 中正國小校舍屋頂防水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

(105.11.23核銷)
95,000 92,82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潘富民
瑞穗鄉路燈工程(併游美雲、謝國榮、陳建忠、

陳英妹NO.33，潘富民NO.39，5人1案，共

385196元整)

瑞穗鄉

(105.12.05核銷)
98,000 63,9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潘富民 觀音里高寮竹林農路工程
玉里鎮

(105.12.15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富里國小教室無塵黑板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2.31核銷)
97,800 97,8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玉荐科技有限公

司

潘富民 玉里國中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民中學

無；首長本權

責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潘富民 松浦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89,000 85,695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分公司

潘富民 松浦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分公司

54,112元

潘富民
觀音里里辦公處筆記型電腦、投影機等設備工

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3,18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分公司

63,687元

潘富民 泰昌里舊活動中心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8,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源城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泰昌里玉泉寺舊里辦公處防漏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瑞吉企業社

潘富民 松浦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4,021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松浦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津湛有限公司

潘富民 佳民國小教室電話通訊系統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1.10

核銷)
96,600 96,600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佳民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中華電信花蓮營

運處

小     計     3,118,068       3,041,287

王燕美 東里國小三色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6.03核銷)
97,000 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王燕美 松浦國小校園防水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5.08.30核銷)
280,000 266,51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松浦國小 公開招標 永發木包工業

王燕美 石牌村反光鏡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9.22核銷)
15,000 1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碇玉工程行

王燕美 中城國小繪本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5.10.25核銷)
98,379 98,37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金德建材行

王燕美 富南村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1.02核銷)
40,000 39,48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震旦行股份有限

王燕美 德武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德武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王燕美
富里國小執行富里鄉教師集中宿舍電力設施工

程

富里鄉

(105.11.17核銷)
84,800 84,8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富里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昱光工程行

王燕美 玉里國中校長室電腦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30核銷)
90,500 90,5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庸茂電腦實業有

限公司、詩肯股

份有限公司

王燕美 三民國小電腦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30核銷)
97,842 97,842 鄉鎮公共工程 三民國小

王燕美 玉里鎮老人會館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5.12.09核銷)
30,000 3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東德工程行

王燕美 高寮國小教室空氣循環空調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2.1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高寮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津湛有限公司

王燕美 玉里國小永昌分校地坪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5.12.21核銷)
99,167 98,45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

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樂合國小校內硬體設備及環境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

樂合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金茂鋁門窗行

津湛有限公司

王燕美 觀音國小會議用桌椅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連億鐵櫃傢俱行

王燕美 春日國小文創教室及電腦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春日國

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綜合訊電有

限公司

王燕美 玉里鎮老人管冷氣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289,686 2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生福保企業社

王燕美 東豐里農路鋪設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東富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大禹國小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0

核銷)
98,000 97,254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大禹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津湛股份有限公

司

小     計     1,860,374       1,808,238

張峻
鳳仁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等2案【核

定名：鳳仁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NO.1，1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91,000元)

鳳林鎮

(105.03.14核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峰農藥行

張峻
鳳仁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等2案【核

定名：鳳仁里里辦公處引擎吹葉機設備工程】

(NO.1，1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91,000元)

鳳林鎮

(105.03.14核銷)
30,000 21,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峰農藥行

張峻 鳳林鎮公所冷氣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5.30核銷)
96,000 8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宏光電器行

張峻 鳳林鎮公所辦公桌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05.30核銷)
200,000 197,776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

璞美資訊有限公

張峻 大興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

(105.05.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大興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昇宏資訊



張峻 鳳信里里內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5.06.17核銷)
90,000 89,26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廣順土木包工業

張峻 光復國小校舍牆面彩繪工程
光復鄉

(105.06.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光復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國呈工程行

張峻 大進國小大門口鐵捲門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06.28核銷)
75,000 74,97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大進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原生企業社

張峻 光復國小屋頂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5.7.21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光復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丁福工程航

張峻 西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07.29核消)
67,407 67,407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西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熱帶魚廣告翼萱

企業社

張峻 光復鄉公所沙發等設備工程
光復鄉

(105.08.17核銷)
80,000 73,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好美家具生活館

張峻
大進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併張峻NO.40A，

1人2案，結算金額共188,000元)

光復鄉

(105.08.22核銷)
98,000 94,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東大電器材料行

張峻
光復鄉公所飲水機等設備工程(併張峻NO.40A，

1人2案，結算金額共188,000元)

光復鄉

(105.08.22核銷)
98,000 94,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東大電器材料行

張峻 聯合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8.17核銷)
95,000 87,766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分公司

張峻 鳳義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5.09.09核銷)
98,000 94,303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忠興五金材水電

料行

張峻
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併萬榮財NO.43、張峻

NO.40，2人3案共計291039元)

光復鄉

(105.11.09核銷)
98,000 97,00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張峻
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併萬榮財NO.43、張峻

NO.40，2人3案共計291039元)

光復鄉

(105.11.09核銷)
98,000 97,032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張峻
大榮里中和路排水溝改善工程(併張正治

NO.65、張峻NO.40A，2人1案，共398350元)

鳳林鎮

(105.11.17核銷)
350,000 311,21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張峻 花蓮縣消防局光復消防分隊洗衣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2.06核銷)
28,000 2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聯興電器行

張峻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併謝國榮NO29、

施金樹NO27、魏嘉賢NO45、莊枝財NO45、施慧

萍NO21、林宗昆NO45，7人1案，共518770元)

花蓮市

(105.12.09核銷)
150,000 105,41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宏富霖土木包工

業

張峻 森榮里里辦公處移動式廣播音響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

(105.12.26核銷)
78,488 78,488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鳴佳企業66500

正旺電器行11988

張峻 鳳林鎮內農路工程
鳳林鎮

(105.12.26核銷)
98,000 97,655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廣勝土木包工業

張峻 各村路燈裝設工程-南華村內路燈工程
吉安鄉

(105.12.26核銷
56,000 17,44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元帥水電工程企

業有限公司



張峻 林榮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峰農藥行

張峻 大同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6

核銷)
96,000 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無；首長本權

責

尚宏企業社

張峻 鳳信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6

核銷)
98,000 89,45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無；首長本權

責

共同供應契約 大

同綜合訊電有限

公司36,454元 逕

張峻 山興里里辦公處冷氣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6

核銷)
35,000 34,25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

張峻 南平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等工程
鳳林鎮(106.1.6

核銷)
98,000 97,189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三碩土木包工業

張峻 長橋里里辦公處冷氣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6

核銷)
90,000 86,48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

56,684元    新

張峻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秀林鄉(106.1.10

核銷)
95,000 94,868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錫鑫工程行

小     計     2,957,895       2,760,982

楊德金
東富村農路改善工程(併黃振富NO.35、楊德金

NO.39，2人1案，共353205元)

光復鄉

(105.09.09核銷)
300,000 266,235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大榮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楊德金NO39)
鳳林鎮

(105.11.16)核銷
150,000 145,78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光復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

(105.12.26核銷)
98,000 93,5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茂長科技

楊德金 花蓮縣消防局豐濱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12.26核銷)
97,973 97,97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匯盛行

楊德金 太巴塱國小割草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養豐企業

小     計        743,973          701,489

萬榮財 新社國小電話通訊交換主機設備工程
豐濱鄉

(105.06.03核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新社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昶通通信有限公

司

萬榮財
豐裡村仁愛街30號至32-2號宅前排水溝改善工

程

壽豐鄉

(105.07.29核銷)
90,000 89,862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業興土木包工

業

萬榮財 瑞穗鄉公所冷氣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08.10核銷)
98,000 96,5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東方電子專賣店

萬榮財 光復鄉多功能活動中心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08.25核銷)
98,000 97,365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興建材行



萬榮財 大興村跳舞場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09.01核銷)
90,000 87,228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山興里山崎段農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

(105.09.09核銷)
98,000 97,459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廣勝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光復鄉內農路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09.09核銷)
98,000 96,251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原住民拓售中心冷氣設備

工程

光復鄉

(105.09.29核銷)
98,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聯興電器行

萬榮財 大全村拉索埃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

(105.10.03核銷)
98,000 97,956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0.05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鑫立企業社

萬榮財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11.02核銷)
98,000 97,71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沃振室內裝潢設

計

萬榮財
大馬村農路改善工程(併萬榮財NO.43、張峻

NO.40，2人3案共計291039元)

光復鄉

(105.11.09核銷)
98,000 97,003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豐裡村民生街56號附近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

(105.12.06核銷)
98,000 97,986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安佑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萬榮財 卓溪鄉公所辦公廳舍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2.26核銷)
98,000 95,294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玉里室內裝修工

程行

萬榮財 豐濱鄉公所沙發組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6

核銷)
60,000 59,7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錄港家具整合設

計

萬榮財 光復國中運動棒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1.6

核銷)
98,000 97,878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溢盛土木包工業

小     計     1,473,000       1,459,198

陳英妹 玉里地政事務所數位攝影照像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5.25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地政事務

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旭德資訊有限公

司

陳英妹 富源國小典禮台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07.06核銷)
550,000 528,03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富源國

小
公開取得

家駿室內裝修設

計工程企業社

陳英妹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電腦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07.21核銷)
30,000 2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花蓮分公司

陳英妹
東里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併張冠智NO.42、

陳英妹NO.32，2人1案，結算金額計278144元

整)

富里鄉

(105.08.05核銷)
188,671 182,382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國中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09.29核銷)
220,000 2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公開招標 恆康企業社



陳英妹 瑞祥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賴進坤NO29)
花蓮縣

(105.11.09)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陳英妹 長良國小幼兒園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30核銷)
45,000 4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5.11.30核

銷) 98,000 97,58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宅急修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

(105.12.05核銷)
98,000 63,9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英妹 林榮國小升旗台防水設施暨主題彩繪工程
鳳林鎮

(105.12.21核銷)
219,670 211,184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林榮國

民小學
公開取得 津賀盛企業

陳英妹 富里鄉公所冷氣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2.26核銷)
300,000 3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

陳英妹 富民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1.6

核銷)
98,000 95,1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順電器行

陳英妹 玉里鎮鎮內公園遊戲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英妹 泰昌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新世紀園藝

陳英妹 大禹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陳英妹 玉里鎮鎮內公園遊戲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英妹 玉里鎮鎮內公園遊戲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英妹 春日國小教學大樓防水工程
玉里鎮(106.1.10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春日國

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小     計     2,759,341       2,680,268

陳建忠 古風國小書櫃設備工程
卓溪鄉

(105.06.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古風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馬太鞍企業社

陳建忠 三民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5.06.14核銷)
95,080 95,08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三民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永和油漆工程行

陳建忠 卓楓國小校園遊戲器材設備及設施工程
卓溪鄉

(105.06.28核銷)
500,000 5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楓國小 公開取得 上永企業社

陳建忠 源城國小森巴樂器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06.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凱德森擊樂文化

有限公司



陳建忠 舞鶴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5.7.21

核銷)
98,000 96,9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正欣電器行

陳建忠 東里國小擴大機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7.21核銷)
95,000 92,188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特力屋

昇宏資訊

陳建忠 奇美部落與阿多蘭部落聚會所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10.03核銷)
98,000 93,24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鶴岡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玉東國中校史室櫥櫃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02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當代家具

陳建忠 玉東國中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

(105.11.09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建忠 玉東國中桌球桌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1.17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東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古風國小校內壁癌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1.1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馬太鞍企業社

陳建忠 瑞穗國中學生宿舍冷氣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11.23核銷)
150,000 1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新禾股份有限公

司

陳建忠
卓清村南安部落農路及崙山村農路邊坡擋土牆

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還沒核

銷)
200,000 190,335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鱆昌營造

陳建忠 古風國小校內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1.30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詠暉水電工程行

陳建忠 玉里鎮公所廊柱原住民藝術圖騰意象彩繪工程
玉里鎮

(105.12.15核銷)
98,000 97,65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笰各駱赫石畫藝

術

陳建忠 中城國小運動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

(105.12.15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順達水電行

陳建忠 卓溪國小特色展示室與檔案室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2.15核銷)
97,5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溪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上永企業社

大福角鋼鐵櫃商

行

陳建忠 鶴岡村村內路燈工程
瑞穗鄉

(105.12.05核銷)
98,000 63,9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建忠 玉里鎮璞石藝術館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

(105.12.09核銷)
96,000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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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忠 卓楓國小排水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2.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楓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

責
上勇企業社

陳建忠 富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7.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自強電器行

陳建忠 富里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富里鄉

(105.12.26核銷)
98,000 97,99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建忠 玉里國中專科教室單槍投影機等設備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民中學

無；首長本權

責

東懋資訊有限公

司

陳建忠 玉東國中校園牆面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國民中學

無；首長本權

責
磐石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消防分隊電熱水器設備工程

等2案

玉里鎮(106.1.6

核銷)
99,000 74,25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消防分隊

無；首長本權

責
金賀盛

小     計     2,983,580       2,906,133

蘇忠亮 新興村黑暗部落道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3.14核銷)
90,000 89,752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發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卓溪村農路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06.01核銷)
97,000 96,732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發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古風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卓溪鄉

(105.06.14核銷)
98,700 98,7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古風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鋒域數位科技有

限公司

蘇忠亮 卓清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

(105.06.17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清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蘇忠亮 卓清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105.7.13

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清國

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佑昌電器工程行

蘇忠亮 卓樂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

(105.07.21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樂國

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佑倡電器工程行

蘇忠亮 太平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105.7.6

核銷)
100,000 1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太平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佑昌電器行

蘇忠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清水檢查所花圃設施工

程

花蓮縣(105.7.13

核銷)
98,000 97,9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

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卓溪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

(107.07.29核銷)
100,000 84,292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溪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

蘇忠亮 立山國小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08.05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立山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陶賽企業社

蘇忠亮
花蓮縣消防局救災救護第三大隊卓溪分隊設施

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09.22核銷)
95,000 94,95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玉長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立山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09.22核銷)
95,000 91,796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陶塞企業社

蘇忠亮 卓樂國小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

(105.11.2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樂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奧林匹亞企業社

蘇忠亮
古風村崙天第7鄰駁坎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

三項工程

卓溪鄉

(105.12.26核銷)
845,000 820,936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欣東宜顧問有限

公司   章昌營造

有限公司



小     計     2,109,700       2,066,108

張智冠 富里鄉老人會館多功能音響、電視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5.30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

司

張智冠 富里國中活動中心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06.03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無；首長本權

責

宏邦電訊有限公

司

張智冠 明里村活動中心冰箱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6.22核銷)
30,000 29,66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

部〉     無；

富麗電器行

玉山淨水企業社

張智冠 羅山村12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6.30核銷)
95,000 94,922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偉瀚工程航

張智冠 富里鄉公所冰箱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07.21核銷) 98,000 97,17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無；首長本權

玉山淨水企業社

全國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張智冠
東里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併張冠智NO.42、

陳英妹NO.32，2人1案，結算金額計278144元

整)

富里鄉

(105.08.05核銷)
99,179 95,762 鄉鎮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東竹國小操場跑道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8.05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東竹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遠東企業社

張智冠 羅山村7鄰路面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8.05核銷)
98,000 97,78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碇玉工程行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偵查隊刑事偵防蒐證設

備工程

花蓮縣

(105.08.10核銷)
60,000 54,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

責
松荷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視聽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09.22核銷)
70,000 69,7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

無；首長本權

責
先捷行

張智冠
瑞美村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及電動鐵捲門設

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

(105.08.22核銷)
94,627 94,62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鐵捲門:一天鋁門

窗

冷氣:大順電器行

張智冠 富南村村內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

(105.09.22核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二隊刑事偵仿蒐證設

備工程

花蓮縣

(105.09.2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

責

寬達科技有限公

司

張智冠 瑞穗鄉公所血壓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09.30核銷)
65,000 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富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張智冠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投影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0.12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兆學企業社

張智冠 吳江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11.09核銷)
97,492 97,492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吳江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玉里服務

張智冠 萬寧國小圖書室暨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
富里鄉(10.11.09

核銷)
99,868 99,86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萬寧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嵐天工程有限公

司



張智冠 富里鄉立圖書館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1.21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千威企業社

張智冠 東里老人會館多功能顯示器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

(105.11.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千威企業社

張智冠 富興村流動廁所設備工程
瑞穗鄉

(105.11.30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包您通有限公司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消防分隊捕蜂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0,669 90,66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兆慶興業有限公

司、嘉年華電器

行、永盛塑膠裝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東里分隊高壓清洗機設

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滿佳居生活館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消防隊淨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

(105.11.30核銷)
99,600 99,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

責

松下淨化科技生

活館

張智冠 玉里鎮立圖書館設施工程
玉里鎮(105.12.9

核銷)
98,000 97,78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宏翰企業社

張智冠 永豐村社區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6

核銷)
98,000 97,58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精誠資訊股份有

張智冠 豐南村社區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6

核銷)
98,000 91,791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精誠資訊股份有

張智冠
明里國小綜合教室冷氣設備及照明設施改善工

程

富里鄉(106.1.6

核銷)
97,850 97,85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明里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新興村村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6

核銷)
98,000 97,083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展碁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張智冠 瑞穗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案
瑞穗鄉(106.1.6

核銷)
98,000 90,80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繨賑電腦有限公

司(筆電) 正欣電

器行(投影機及擴

張智冠 吳全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1.10

核銷)
95,025 94,97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雅比斯工程行

張智冠 學田國小車棚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10

核銷)
99,000 99,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學田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京泰鐵材行

小     計     2,762,310       2,736,164

陳長明 明利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05.18核銷)
99,500 99,5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明利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忠義企業社

陳長明 見晴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萬榮鄉

(105.0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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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比斯工程行

陳長明 明利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萬榮鄉

(105.06.21核銷)
99,927 99,927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明利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七海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馬遠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萬榮鄉

(105.08.05核銷)
96,800 96,8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馬遠國

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

(105.08.22核銷)
98,000 97,74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台灣光學有限公

司

陳長明 萬榮國小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09.05核銷)
97,100 97,1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長明 萬榮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09.05核銷)
97,5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東大電器材料行

陳長明 見晴村鄉立老人館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

(105.11.02核銷)
98,000 96,221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興蓮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卓溪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還沒核

銷)
98,000 96,734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永發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見晴國小屋頂防水設施及置物櫃等設備工程
萬榮鄉

(105.12.21核銷)
196,000 1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見晴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置物櫃:協力藤飾

屋頂防水:曼莎窗

簾傢飾館

陳長明 見晴村社區活動中心屋頂防水防漏工程
萬榮鄉

(105.12.21核銷)
98,200 96,221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長明 平和村吳全社區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

(105.12.26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精研企業有限公

司

陳長明 米棧村活動中心公文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1.6

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
協力藤飾

陳長明 銅門國小龍門館窗簾設施工程
秀林鄉(106.1.6

核銷)
97,600 97,600 鄉鎮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曼紗窗廉傢飾館

陳長明 銅門國小龍門館粉刷美化工程
秀林鄉(106.1.6

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曼紗窗廉傢飾館

陳長明 萬榮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萬榮鄉(106.1.6

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曼紗窗廉傢飾館

陳長明 西林國小天花板壁癌清除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1.6

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無；首長本權

責
靖禾工程行

陳長明 豐裡村活動中心電子看板(字幕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1.10

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灣銀行
創奕科技實業

小     計     1,854,627       1,849,344

總計 100,517,836 97,24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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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