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5年度《保留案》對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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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加灣靶場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16核銷) 70,000 67,72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欣兌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加灣體技館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30,000 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賀眾商號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第二組投影機設備工程(賴進

坤 NO.142)
花蓮縣(106.03.16核銷) 28,000 26,8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鼎金企業社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禮堂電動布幕機設備工程(賴

進坤 NO.142)
花蓮縣(106.04.5核銷) 13,000 12,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鼎金企業社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體技館防水設施改善工程(賴

進坤 NO.142)
花蓮縣(106.03.16核銷) 53,000 5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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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吉安鄉南華二街聯絡道路改善二期工程等2案【核定

名：吉安鄉南華二街聯絡道路改善二期工程】(賴進

坤、林秋美NO.25，2人1案，結算金額共1,209,337元)

吉安鄉(106.12.06核銷) 760,000 522,214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鴻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國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

名：民有里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黃振富NO.追

4、笛布斯NO.追8、施金樹NO.追12、楊文值NO.追38

花蓮市(106.05.24核銷) 98,000 69,4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哈魯蜜企業

楊文值 民生里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04.12核銷) 88,000 87,4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永新苗圃

楊文值 米棧村道路擋土牆工程(楊文值 NO.10) 壽豐鄉(106.03.16核銷) 500,000 469,49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祥大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志學村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 追47) 壽豐鄉(106.03.16核銷) 95,000 89,09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檜柚工程行

楊文值 紅葉村農路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05.08核

銷） 870,000 844,55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三碩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富里鄉石牌村舊煙廠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05.16核銷) 500,000 49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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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定 情 形

議員姓名 建 議 項 目 及 內 容 建 議 地 點 建議金額



楊文值
花蓮市進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進豐生活

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NO.追38、黃振富

NO.37、游淑貞NO.48、迪布斯NO.4，4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6.12核銷) 500,000 462,7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永興事業裝修工程行

楊文值
新興村6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10件工程【核定

名：東里村後庄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東里村18

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併潘富民 追-47、陳建忠

富里鄉(106.7.28核

銷)
196,000 192,4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民勤里里內綠美化工程(謝國榮 NO.19)
花蓮市(106.03.16

核銷)
95,000 89,4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民意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04.12核銷) 98,000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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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里村10鄰道路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核定名：東里

村10鄰道路改善工程 (謝國榮NO.61，1人3案合併，

結算金額共263,634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87,87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訂玉工程行

謝國榮
東里村10鄰道路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核定名：東里

村17鄰道路改善工程 (謝國榮NO.61，1人3案合併，

結算金額共263,634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87,87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訂玉工程行

謝國榮
東里村10鄰道路改善工程等3件工程【核定名：學田

村6鄰道路改善工程 (謝國榮NO.61，1人3案合併，結

算金額共263,634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87,87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訂玉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安里)及(慶豐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安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謝國榮、邱永双NO.43A，2人1案合併，結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12,889 11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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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瑞穗鄉內環境改善等6件工程(併王燕美、黃振富、

張智冠4人6案，結算金額118萬,3000元)
瑞穗鄉(106.5.9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公開招標 異點營造

謝國榮 壽豐鄉公所窗簾設施改善工程(NO1A)
壽豐鄉(106.04.12

核銷)
98,000 94,143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中誠企業

謝國榮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300,000 255,9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300,000 255,9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

(106.07.14)已核

消
300,000 292,83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國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

名：花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冷氣等設備工程】(黃振

富NO.追4、笛布斯NO.追8、施金樹NO.追12、楊文值

花蓮市(106.05.24核銷) 98,000 70,91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哈魯蜜企業

施金樹
明恥國小運動場周邊設施改善及幼兒體能訓練組設

備工程
花蓮市(106.04.19核銷) 1,398,000 1,394,749 鄉鎮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招標 華海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100,000 85,3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100,000 97,61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 (鄭乾龍 追-47) 及國強里路燈裝

設設施工程 (施金樹 追-12)及花蓮市路燈設施工程

(李秋旺 追-23)等3案【核定名：國強里路燈裝設設施

花蓮市(106.07.14核銷) 70,000 70,00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施金樹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

銷)
200,000 198,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

施金樹
花蓮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等4案【核定名：花蓮

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案】(莊枝財NO.27、施金

樹NO.15、施慧萍 NO.51、施金樹NO.43A),(結算金額

花蓮市(106.10.05核銷) 300,000 259,5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丹青廣告社

施金樹
花蓮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等4案【核定名：花蓮

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莊枝財NO.27、施金樹

NO.15、施慧萍 NO.51、施金樹NO.43A),(結算金額共

花蓮市(106.10.05核銷) 100,000 86,50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丹青廣告社

魏嘉賢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 (魏嘉賢 追-5)及花蓮市新興路

路燈工程(魏嘉賢 追-3A)等2案【核定名：花蓮市市

區路燈工程】(魏嘉賢NO.追3、追5，1人2案合併，

花蓮市(106.05.19核銷) 978,768 973,74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魏嘉賢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 (魏嘉賢 追-5)及花蓮市新興路

路燈工程(魏嘉賢 追-3A)等2案【核定名：花蓮市市

區路燈工程】(魏嘉賢NO.追3、追5，1人2案合併，

花蓮市(106.05.19核銷) 1,000,000 994,87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魏嘉賢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03核銷) 92,132 92,13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魏嘉賢
花蓮縣警察局(中城里)及(國興里)共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魏嘉賢NO.89、鄭乾龍NO.97、張正治

花蓮縣(106.03.21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中山路412巷15號前)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

花蓮縣(106.05.09核銷) 81,129 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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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李秋旺 國光里公共停車場AC鋪設工程(李秋旺 追-59) 花蓮市(106.03.16核銷) 98,000 9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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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100,000 85,3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永昌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王燕美

，2人2案，結算金額30萬5,020元)
花蓮縣(106.3.28核銷) 113,394 113,3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合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 (鄭乾龍 追-47) 及國強里路燈裝

設設施工程 (施金樹 追-12)及花蓮市路燈設施工程

(李秋旺 追-23)等3案【核定名：花蓮市路燈設施工

花蓮市(106.07.14核銷) 2,000,000 1,999,99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施慧萍
中原國小筆電投影機等設備工程及教室窗簾設施工

程
花蓮市(106.04.12核銷) 956,700 949,515 鄉鎮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璞美資訊有限公司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浩宇資訊社

恆茂電料行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國防里)及(平和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防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施慧萍NO.48、徐雪玉NO.118，2人1案合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98,766 19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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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施慧萍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100,000 85,3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崙山村第9鄰擋土牆設施工程等八項工程【核定名：

卓溪村11鄰安全圍籬設施工程、卓溪村中正部落2鄰

排水溝設施工程、崙山村4鄰安全圍籬設施工程、古

卓溪鄉(106.8.11核銷) 500,000 469,887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最

有利標

金峰土木包工業

欣東宜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200,000 198,6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北區電信

分公司

施慧萍
花蓮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等4案【核定名：花蓮

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莊枝財NO.27、施金樹

NO.15、施慧萍 NO.51、施金樹NO.43A),(結算金額共

花蓮市(106.10.05核銷) 200,000 173,00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丹青廣告社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第五組視訊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28,000 25,1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備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莊枝財 NO.62)
花蓮縣(106.03.16核銷) 35,000 34,2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朝盛木材行

莊枝財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200,000 170,65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

銷)
200,000 198,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莊枝財
花蓮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等4案【核定名：花蓮

市市區裝置藝術設施工程】(莊枝財NO.27、施金樹

NO.15、施慧萍 NO.51、施金樹NO.43A),(結算金額共

花蓮市(106.10.05核銷) 300,000 259,5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丹青廣告社

林宗昆
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名：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林

宗昆NO.27、何禮臺、張正治NO.29，3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4.12核銷) 300,000 284,13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婦幼警察隊沙發組等設備工程(林宗昆N0105) 花蓮縣(106.06.12核銷) 90,000 89,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美好家具生活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所屬單位

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

局花蓮分局勤務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7.17)已核

消 95,000 91,14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錩盛土木工業/水昱方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宗昆 國威里道路改善及綠美化工程(追92) 花蓮市(106.12.27核銷) 98,000 85,54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宏晟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麥克風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03核銷) 98,000 97,3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竣豐企業社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地板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6.05.03核銷) 98,000 9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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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電視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03核銷) 95,000 9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佑倡電氣工程行、家緣

企業社

何禮臺
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名：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林

宗昆NO.27、何禮臺、張正治NO.29，3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4.12核銷) 100,000 94,6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瑞穗

鄉納骨塔環境設施改善工程】併何禮臺、葉鯤璟、

黃振富、林秋美、陳建忠、陳英妹 NO.33A  6人11案

瑞穗鄉(106.8.10核銷) 200,000 181,404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

銷)
200,000 198,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許淑銀 105年度各村路燈增設工程(許淑銀NO27,45,55,77) 秀林鄉(106.06.28核銷) 600,000 529,435 鄉鎮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招標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大本運動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04.12核銷) 100,000 98,91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一樊工程行

許淑銀
卓清村清水部落農灌用管線設施工程等三項工程

【核定名稱：古風村崙天部落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

工程】(許淑銀、蘇忠亮NO.追4，2人3案合併，結算

卓溪鄉(106.04.27核銷) 95,000 94,514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南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NO.追5、

花蓮縣(106.05.09核銷) 2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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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許淑銀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施金

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300,000 292,83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永豐村2鄰復興產業道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

永豐村2鄰復興產業道路改善工程】(余夏夫NO.60，

1人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284175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94,725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永豐村2鄰復興產業道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

豐南村14鄰道路改善工程】(余夏夫NO.60，1人3案

合併，結算金額共284175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94,725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永豐村2鄰復興產業道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

豐南村花82線2K處道路改善工程】(余夏夫NO.60，1

人3案合併，結算金額共284175元)

富里鄉(106.04.12核銷) 99,000 94,725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吉安鄉南華二街聯絡道路改善二期工程等2案【核定

名：吉安鄉南華二街聯絡道路改善二期工程】(賴進

坤、林秋美NO.25，2人1案，結算金額共1,209,337元)

吉安鄉(106.12.06核銷) 1,000,000 687,123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鴻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池南村活動中心屋頂防水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03.9核銷) 96,800 95,83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林秋美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富源

村保安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併何禮臺、葉鯤

璟、黃振富、林秋美、陳建忠、陳英妹 NO.33A  6人

瑞穗鄉(106.8.10核銷) 50,000 45,350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邱永双
竹田村17鄰排水溝設施改善等11件工程(併邱永双、

張智冠、潘富民、楊德金5人11案，結算金額99萬

5,581元)

富里鄉(106.5.09核銷) 294,000 278,94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

邱永双
花蓮縣警察局(國安里)及(慶豐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謝國榮、邱永双NO.43A，2人1案合併，結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200,083 1,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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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邱永双 花蓮縣警察局(稻香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69,377 26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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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邱永双
鳳林分局紅葉派出所停車棚設施暨所屬單位辦公廳

舍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

舞鶴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邱永双NO.追-5、葉鯤

花蓮縣(106核銷) 95,000 88,11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臥雲土木包工業

許嘉勇建築師事務所

邱永双 稻香村永吉二街21巷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7.20核銷) 97,000 67,929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協立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月眉村月眉大橋橋頭廣場鋪設水泥工程 壽豐鄉(106.04.17核銷) 650,000 504,78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祥大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月眉村月眉橋頭意象彩繪工程 壽豐鄉(106.03.9核銷) 98,000 97,68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池南村池南路一段68巷5號附近擋土牆設施改善等2

件案【核定名：月眉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徐

雪玉NO.89，1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50,625元)

壽豐鄉(106.03.21核銷) 70,000 65,898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池南村池南路一段68巷5號附近擋土牆設施改善等2

件案【核定名：池南村池南路一段68巷5號附近擋

土牆設施改善工程】(徐雪玉NO.89，1人2案合併，

壽豐鄉(106.03.21核銷) 90,000 84,72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志學村)及(水璉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水璉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徐雪玉NO.150，1人2案合併，結算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75,056 27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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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志學村)及(水璉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志學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徐雪玉NO.150，1人2案合併，結算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38,224 23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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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國防里)及(平和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施慧萍NO.48、徐雪玉NO.118，2人1

花蓮縣(106.03.21核銷) 489,425 48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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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豐裡村)及(池南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池南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徐雪玉NO.89，1人2案合併，結算金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41,752 24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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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豐裡村)及(池南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豐裡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徐雪玉NO.89，1人2案合併，結算金

花蓮縣(106.03.21核銷) 821,911 82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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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200,000 198,6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仁和社區路面AC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5.24核銷) 500,000 380,225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陸豐營造有限公司

張正治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200,000 195,22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中城里)及(國興里)共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魏嘉賢NO.89、鄭乾龍NO.97、張正治

花蓮縣(106.03.21核銷) 72,000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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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及(仁里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仁里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NO.追4，1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56,868 15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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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及(仁里村)等2件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NO.追4，1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

花蓮縣(106.03.21核銷) 687,882 68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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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南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NO.追5、

花蓮縣(106.05.09核銷)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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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正治
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名：國興里林芥公園內人行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林

宗昆NO.27、何禮臺、張正治NO.29，3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4.12核銷) 150,000 142,0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300,000 297,9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笛布斯‧顗賚
「國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

名：主權里活動中心二樓冷氣等設備工程】(黃振富

NO.追4、笛布斯NO.追8、施金樹NO.追12、楊文值

花蓮市(106.05.24核銷) 98,000 82,91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哈魯蜜企業

笛布斯‧顗賚
花蓮市進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市進

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NO.追38、黃振富

NO.37、游淑貞NO.48、迪布斯NO.4，4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6.12核銷) 500,000 462,7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永興事業裝修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主權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7核銷) 149,043 14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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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98,000 90,57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除濕機等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90,000 82,75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行



笛布斯‧顗賚泰林部落環境美化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03.27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笛布斯‧顗賚
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等7案【核定

名：國福里活動中心貨櫃設備及設施工程】(施慧萍

NO.45、李秋旺、謝國榮NO.37、謝國榮、施金樹、

花蓮市(106.06.12核銷) 300,000 255,9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新城鄉公所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6.06.28核銷) 500,000 482,15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山興里公墓水池整治工程 鳳林鎮(106.03.10核銷) 95,000 93,74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廣盛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北林里里辦公處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3.21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游美雲 光榮村綠美化工程 壽豐鄉(106.03.21核銷) 98,000 96,72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創奕科技實業

游美雲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300,000 292,83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夜間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5.24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游美雲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整地設施工程 吉安鄉(106.06.01核銷) 60,000 6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奧林匹亞企業社

游美雲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100,000 99,31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鳳智里)及(永安村)共3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智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游美雲NO.追103、鄭乾龍NO.追104，2人3

花蓮縣(106.05.09核銷)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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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鳳智里)及(永安村)共3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智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游美雲NO.追103、鄭乾龍NO.追104，2人3

花蓮縣(106.05.09核銷) 90,000 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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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交通組交通事故現場蒐證器

材(空拍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70,000 49,2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銳隼企業社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鹽寮派出所遮雨棚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96,000 95,44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老人會館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3.27核銷) 90,000 81,508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鳳林服

務站)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老人會館廚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3.21核銷) 70,000 68,775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居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關防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4.12核銷) 350,000 349,051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鉅蓉事務儀器有限公

司、兆學企業社、共同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義里水源路護欄暨大榮排水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03.21核銷) 300,000 293,460 鄉鎮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廣勝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豐裡村社區擴增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3.27核銷) 65,000 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國呈工程行

游淑貞
花蓮市進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市進

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NO.追38、黃振富

NO.37、游淑貞NO.48、迪布斯NO.4，4人1案合併，

花蓮市(106.06.12核銷) 500,000 462,71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永興事業裝修工程行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南北側停車場門禁管理系統等

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09核銷) 300,000 285,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限制性招標 百威工程行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200,000 198,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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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村)共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

乾龍、黃振富NO.48、游淑貞NO.62、追40，3人4案

花蓮縣(106.05.09核銷) 1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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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共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

乾龍、黃振富NO.48、游淑貞NO.62、追40，3人4案

花蓮縣(106.05.09核銷) 224,916 22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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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游淑貞

NO.73、103、謝國榮NO.83，2人4案合併，結算金額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27,192 22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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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值班台設施及冰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6.16核銷) 98,000 97,44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黃振富
「國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

名：國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黃振富NO.

追4、笛布斯NO.追8、施金樹NO.追12、楊文值NO.追

花蓮市(106.05.24核銷) 150,000 140,83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哈魯蜜企業

黃振富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300,000 292,83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花蓮市進豐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進豐原區

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NO.追38、黃振富NO.37、游

淑貞NO.48、迪布斯NO.4，4人1案合併，結算金額共

花蓮市(106.06.12核銷) 700,000 647,8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永興事業裝修工程行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中城里)及(國興里)共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中城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魏嘉賢NO.89、鄭乾龍NO.97、張正治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10,348 21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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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共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

乾龍、黃振富NO.48、游淑貞NO.62、追40，3人4案

花蓮縣(106.05.09核銷) 1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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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鳳智里)及(永安村)共3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永安村)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游美雲NO.追103、鄭乾龍NO.追104，2人3

花蓮縣(106.05.09核銷) 193,170 19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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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6.04.25核銷) 96,000 95,95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偵查隊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98,000 97,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中錸科技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偵查隊數位型長鏡頭相機等

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7核銷) 98,000 97,90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詮翊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中錸科技

黃振富
瑞穗鄉內環境改善等6件工程(併王燕美、謝國榮、

張智冠4人6案，結算金額118萬,3000元)
瑞穗鄉(106.5.9核銷) 97,000 97,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公開招標 異點營造

黃振富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瑞美

運動公園網球場設施改善工程】併何禮臺、葉鯤

璟、黃振富、林秋美、陳建忠、陳英妹 NO.33A  6人

瑞穗鄉(106.8.10核銷) 99,000 89,79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葉鯤璟 池南村14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90,000 89,762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葉鯤璟 竹田村25鄰農路擋土牆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04.17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訂玉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

花蓮縣(106.09.14核銷) 200,000 198,63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地板設施改善工程及花

蓮縣消防局富源消防分隊粉刷美化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地板設施改善工

花蓮縣(106.07.26核銷) 322,700 322,7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限制性招標
竹椬土木包工業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葉鯤璟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冰箱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05.10核銷) 98,000 88,936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設施工程 花蓮縣(106.07.05核銷) 98,000 97,96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南平派出所電話交換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4.12核銷) 75,000 74,43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葉鯤璟
富南第一公墓後方農路改善等2件工程【核定名：竹

田村富田路上方農路改善工程】(葉鯤璟NO.37A，1

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84294元)

富里鄉(106.04.17核銷) 98,000 92,14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富南第一公墓後方農路改善等2件工程【核定名：富

南第一公墓後方農路改善工程】(葉鯤璟NO.37A，1

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84294元)

富里鄉(106.04.17核銷) 98,000 92,14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舞鶴

村迦納納基礎建設設施改善工程、富源村13鄰廣東

路水泥道路改善工程、瑞美村及瑞良村基礎建設設

瑞穗鄉(106.8.10核銷) 448,000 406,345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鄭乾龍
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暨內部設施等2件改善工程

【核定名：吉安鄉公所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施

金樹、謝國榮、鄭乾龍、張正治、黃振富、游美雲-

吉安鄉(106.07.14)已核

消 300,000 292,831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漢輝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吉安鄉老人會館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7,800 14,786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向達企業社

鄭乾龍 吉安鄉鄉內路燈工程 吉安鄉(106.03.21核銷) 70,000 70,000 鄉鎮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元帥水電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市公所重慶市場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09核銷) 200,000 197,33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 (鄭乾龍 追-47) 及國強里路燈裝

設設施工程 (施金樹 追-12)及花蓮市路燈設施工程

(李秋旺 追-23)等3案【核定名：花蓮市市區路燈工

花蓮市(106.07.14核銷) 110,001 11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中央和平路口)、(永興村)、(勝安村)

及(國強里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中央和平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

花蓮縣(106.05.09核銷) 36,672 3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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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中央和平路口)、(永興村)、(勝安村)

及(國強里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

花蓮縣(106.05.09核銷) 271,402 27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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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中央和平路口)、(永興村)、(勝安村)

及(國強里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

花蓮縣(106.05.09核銷) 51,421 5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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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中央和平路口)、(永興村)、(勝安村)

及(國強里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

花蓮縣(106.05.09核銷) 137,687 13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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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中城里)及(國興里)共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魏嘉賢NO.89、鄭乾龍NO.97、張正治

花蓮縣(106.03.21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共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

乾龍、黃振富NO.48、游淑貞NO.62、追40，3人4案

花蓮縣(106.05.09核銷) 2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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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NO.追5、

花蓮縣(106.05.09核銷) 283,000 28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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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南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NO.追5、

花蓮縣(106.05.09核銷) 6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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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南華村)、(光華村)及(中山路412巷15

號前)共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南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鄭乾龍NO.追5、

花蓮縣(106.05.09核銷) 370,000 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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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77巷10弄口)、(仁安村)、(瑞穗

村及瑞美村)及(富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陳

英妹，2人4案，結算金額74萬9,690元)

瑞穗鄉等(106.5.9核銷) 288,148 288,1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自強路77巷10弄口)、(仁安

村)、(瑞穗村及瑞美村)及(富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仁安村)監視系統設

花蓮縣(還沒核銷) 143,283 1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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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自強路77巷10弄口)、(仁安

村)、(瑞穗村及瑞美村)及(富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自強路77巷

花蓮縣(還沒核銷) 144,865 14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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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暨所屬單位辦公廳舍設施改

善工程等10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地

板設施改善工程】(鄭乾龍NO.135設備及投資)(與余

花蓮縣(106.08.28核銷) 98,000 88,7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飽土木包工業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暨所屬單位辦公廳舍設施改

善工程等10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富

里分駐所待勤室粉刷美化工程】(鄭乾龍NO.135設備

花蓮縣(106.08.28核銷) 98,000 88,7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飽土木包工業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字幕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16核銷) 72,000 71,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周邊排水溝設施及綠美化工

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周邊排水

溝設施及綠美化工程(鄭乾龍NO.135、莊枝財

花蓮縣(106.08.16核銷) 200,000 183,5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臥雲土木包工業、水

昱方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地板設施改善及咖啡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7.05核銷) 98,000 97,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正派出所電話錄音系統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5,000 14,5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90,000 89,96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美崙派出所洗衣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3.21核銷) 15,000 13,3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暨北埔、新城派出所女警待

勤室設施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等3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8.29核銷) 98,000 3,60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南平靶場地板等設施改善工

程等5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南平靶場

地板設施改善工程】(莊枝財NO.137、林秋美

花蓮縣(106.08.18核銷) 200,000 181,6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七海土木包工業

巍宏工程技術顧問有

限公司

王燕美 源城里農路改善工程、三民里道路鋪設工程 玉里鎮(106.3.14核銷) 1,600,000 1,170,755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路峰營造有限公司



王燕美
花蓮縣警察局(永昌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李秋

旺，2人2案，結算金額30萬5,020元)
玉里鎮(106.3.28核銷) 191,626 191,62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合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王燕美
富南村路面改善工程(併陳建忠，2人2案，結算金

額19萬1,789元)
富里鄉(106.4.27核銷) 98,000 95,89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漸運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瑞穗鄉內環境改善等6件工程(併黃振富、謝國榮、

張智冠4人6案，結算金額118萬,3000元)
瑞穗鄉(106.5.9核銷) 800,000 8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公開招標 異點營造

王燕美 春日里里內農田駁坎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20核銷) 200,000 197,26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台旭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大禹里內農路改善工程等4案(【核定名：大禹里內

農路改善工程】併王燕美 追-4、陳建忠 追-4、追-8

2人4案 金額共1,192,226元)

玉里鎮(106.7.26核銷) 800,000 765,40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東富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大禹里火車站前排水溝修建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

(【核定名：大禹里火車站前排水溝修建設施改善工

程】併張智冠、王燕美 追-38   2人2案 金額共405,119

玉里鎮(106.7.26核銷) 350,000 345,85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東富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18、游淑

貞 追-20、葉鯤璟 追-13、施慧萍 張正治 游美雲 張

花蓮縣(106.09.14核銷) 100,000 99,31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峻
那基蘭岸野溪整治二期工程(楊德金)併光復鄉鄉內

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光復鄉鄉內水泥路面設施改

善工程、大豐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張峻)等四件工

光復鄉(106.3.14核銷) 1,196,000 927,94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張峻
光復鄉內農路改善工程(張峻)、東富村阿多莫農路

(萬榮財)改善工程等兩件工程(併萬榮財，2人2案

，結算金額19萬5,453元)

光復鄉(106.3.2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張峻 明里村村辦公處屋頂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4.14)核銷 400,000 393,118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冠博營造

張峻 光復鄉環河公園景觀橋及防汛道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5.17核銷) 250,000 228,075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逢聖土木包工業

張峻 鳳林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4.18)核銷 98,000 97,51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

張峻 豐富北側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豐濱鄉(106.5.22核銷) 400,000 394,968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招標 俊昆土木包工業

張峻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18、游淑

貞 追-20、葉鯤璟 追-13、施慧萍 張正治 游美雲 張

花蓮縣(106.09.14核銷) 200,000 198,63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張峻 玉里鎮聯合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28核銷) 400,000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金源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東里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3.28核銷) 98,000 96,8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人人傢俱行、佑昌

電器工程行

張智冠 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4.17核銷) 98,000 97,98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5.4核銷) 98,000 97,65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民勤里警光新村標線標示工程 花蓮市(106.6.14核銷) 95,000 52,11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建利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體技館靶場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6.8核銷) 99,200 98,25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張智冠 東里老人會館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3.14核銷) 98,000 96,75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永芳體育用品社、大同

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張智冠 富北國中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3.28核銷) 99,600 99,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富北國

民中學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竹田村產業道路及駁坎改善等3件工程(併楊德金、

陳英妹，3人3案，結算金額34萬2,685元)
富里鄉(106.4.14核銷) 84,000 82,717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升順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新興村農路改善等3件工程(併陳英妹，2人3案，結

算金額28萬8,426元)
富里鄉(106.5.17核銷) 98,000 96,1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上網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新興村排水溝設施改善等2件工程 富里鄉(106.5.17核銷) 196,000 186,14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上網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學田村村內擋土牆等3件工程 富里鄉(106.5.22核銷) 294,000 290,21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上網招標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竹田村17鄰排水溝設施改善等11件工程(併邱永双、

潘富民、楊德金、萬榮財5人11案，結算金額99萬

5,581元)

富里鄉(106.5.9核銷) 293,000 277,99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

張智冠
瑞穗村及鶴岡村內等7件改善工程(併潘富民、陳建

忠、楊德金，4人7案，結算金額151萬4,322元)
瑞穗鄉(106.3.28核銷) 95,000 91,982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瑞穗鄉內環境改善等6件工程(併黃振富、謝國榮、

王燕美4人6案，結算金額118萬,3000元)
瑞穗鄉(106.5.9核銷) 188,000 188,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公開招標 異點營造

張智冠
豐南村27鄰道路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東里

村花76線道路改善工程】併追64 張智冠1人2案 金額共

191,346元)

富里鄉(106.7.14核銷) 95,000 94,186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豐南村27鄰道路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豐南

村27鄰道路改善工程】併追64 張智冠1人2案 金額共

191,346元)

富里鄉(106.7.14核銷) 98,000 97,16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大禹里火車站前排水溝修建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

(【核定名：觀音里農路改善工程】併張智冠、王燕

美 追-38   2人2案 金額共405,119元)

玉里鎮(106.7.26核銷) 60,000 59,26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東富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新興村6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10件工程(【核定

名：新興村6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石牌村北後湖

農路改善工程、學田村3鄰往12鄰農路改善工程、東

富里鄉(106.7.28核銷) 588,000 577,2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地板設施改善工程及花

蓮縣消防局富源消防分隊粉刷美化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富源消防分隊粉刷美化工程】(張

花蓮縣(106.07.26核銷) 220,000 22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限制性招標
竹椬土木包工業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所屬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2案

(施金樹 追-16、何禮臺 追-19、莊枝財 追-18、游淑

貞 追-20、葉鯤璟 追-13、施慧萍 張正治 游美雲 張

花蓮縣(106.09.14核銷) 100,000 99,31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

陳長明 太巴塱國小置物櫃及校園粉刷等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3.28核銷) 96,000 96,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協力藤飾

陳長明 太巴塱國小音樂教室屋頂防漏隔熱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3.2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逕洽廠商 巨暘建設有限公司

陳長明 立山村村內路燈工程 卓溪鄉(106.3.2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

陳長明 紅葉馬麗雲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4.27核銷) 200,000 189,63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萬榮鄉公

所
公開取得 興蓮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見晴村辦公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5.22核銷) 96,000 93,90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多密工程行

陳長明 明利國小運動設施跳遠場地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5.22核銷) 94,602 94,602 鄉鎮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玄貞企業社

陳長明 明利國小教室屋頂防水隔熱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5.22核銷) 96,920 96,920 鄉鎮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巨暘建設

陳長明 明利村馬太鞍部落產業道路改善等二件工程 萬榮鄉(106.5.31核銷) 398,000 384,630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紅葉村嘉興農路三期水泥路面改善等七件工程 萬榮鄉(106.5.31核銷) 1,700,000 1,622,474 鄉鎮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招標

馬遠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豐裡村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3.28核銷) 97,500 97,50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長明 平和村吳全社區活動中心屋頂防水防漏工程 壽豐鄉(106.3.28核銷) 98,200 98,147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雅比思工程行

陳長明 米棧村活動中心公佈欄設施工程 壽豐鄉(106.5.17核銷) 95,379 95,379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壽豐鄉公

所
逕洽廠商 禾喬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鳳林分局地板磁磚等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4.14核銷) 98,000 97,71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陳建忠 啟模里環境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3.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陳建忠 長良納骨塔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3.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松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3.28核銷) 90,000 90,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玉里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4.17核銷) 98,000 97,82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葉氏企業

陳建忠 玉里分局電視、洗衣機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4.17核銷) 98,000 97,83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宏匠企業社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靶場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4.27核銷) 98,000 96,74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陳建忠 玉里分局交通器材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2核銷) 98,000 97,2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華特力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竹田村護欄改善工程(併王燕美，2人2案，結算金額

19萬1,789元)
富里鄉(106.4.27核銷) 98,000 95,89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漸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瑞穗村及鶴岡村內等7件改善工程(併潘富民、張智

冠、楊德金，4人7案，結算金額151萬4,322元)
瑞穗鄉(106.3.28核銷) 600,000 580,94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鳳林分局瑞穗分駐所列表機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4.17核銷) 98,000 97,17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嘉

威資訊企業社

陳建忠
玉里鎮牆面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名：玉里鎮

公所原住民行政設施改善工程】併NO.39潘富民、

NO.46陳建忠 2人2案 金額共595,685元)

玉里鎮(106.7.20核銷) 300,000 297,84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玉里鎮鎮內農路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玉里鎮

鎮內農路改善工程、東豐里鐵份部落排水溝設施改

善工程】併NO.35陳建忠 1人2案 金額共415,108元)

玉里鎮(106.7.26核銷) 448,000 415,108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東富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大禹里內農路改善工程等4案(【核定名：玉里鎮內

農路改善工程、源城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中城

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併王燕美 追-4、陳建忠 追-

玉里鎮(106.7.26核銷) 446,000 426,817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東富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新興村6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10件工程(【核定

名：東里村吉拉格賽部落護欄改善工程】併潘富民

追-47、陳建忠 追-29、張智冠 追-62.85、楊文值 追-

富里鄉(106.7.28核銷) 98,000 96,20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鶴岡

村10鄰山邊溝設施改善工程、舞鶴村及鶴岡村環境

設施改善工程】併何禮臺、葉鯤璟、黃振富、林秋

瑞穗鄉(106.8.10核銷) 428,000 388,203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陳英妹
竹田村產業道路及駁坎改善等3件工程(併張智冠、

楊德金，3人3案，結算金額34萬2,685元)
富里鄉(106.4.14核銷) 166,000 163,465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升順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新興村農路改善等3件工程(併張智冠，2人3案，結

算金額28萬8,426元)
富里鄉(106.5.17核銷) 196,000 192,28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上網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鄉全鄉反射鏡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3.14核銷) 600,000 431,226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永村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北村村內巷道及槌球場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5.22核銷) 200,000 198,64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公開招標 賀剛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77巷10弄口)、(仁安村)、

(瑞穗村及瑞美村)及(富源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併鄭乾龍，2人4案，結算金額74萬9,690元)

瑞穗鄉等(106.5.9核銷) 470,318 461,542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陳英妹 紅葉國小保健室防水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3.28核銷) 98,805 98,80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萬榮鄉紅

葉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六寶坊

陳英妹 紅葉國小保健室防水防漏設施改善工程(結餘款繳回) 萬榮鄉(106.5.4核銷) -5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萬榮鄉紅

葉國民小學
無；首長本權責 六寶坊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平和村五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5.9核銷) 200,000 20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陳英妹
瑞穗鄉鄉內各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富民

村環境設施改善工程、瑞穗鄉基礎建設設施改善工

程、瑞祥村基礎建設設施改善工程】併何禮臺、葉

瑞穗鄉(106.8.10核銷) 1,299,000 1,178,217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台典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楊德金 東富村內公共廁所鐵捲門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3.14核銷) 70,000 65,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紹軒企業社

楊德金 大馬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3.14核銷) 300,000 291,904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那基蘭岸野溪整治二期工程(楊德金)併光復鄉鄉內

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光復鄉鄉內水泥路面設施改

善工程、大豐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張峻)等四件工

光復鄉(106.3.14核銷) 1,000,000 790,471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

責、公開招標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楊德金 光復鄉轄內道路及擋土牆等三件工程 光復鄉(106.5.17核銷) 98,000 96,5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光復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花蓮縣警察局(富田所轄區)共3件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
光復鄉(106.5.9核銷) 1,147,924 1,147,924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

楊德金 太巴塱地區廣播設施工程 光復鄉(106.6.7核銷) 800,000 768,068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光復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朝昇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竹田村產業道路及駁坎改善等3件工程(併張智冠、

陳英妹，3人3案，結算金額34萬2,685元)
富里鄉(106.4.14核銷) 98,000 96,503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升順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竹田村17鄰排水溝設施改善等11件工程(併邱永双、

張智冠、潘富民、萬榮財5人11案，結算金額99萬

5,581元)

富里鄉(106.5.9核銷) 194,000 184,066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

楊德金
瑞穗村及鶴岡村內等7件改善工程(併潘富民、陳建

忠、張智冠，4人7案，結算金額151萬4,322元)
瑞穗鄉(106.3.28核銷) 500,000 484,11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3.28核銷) 98,000 97,085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駿瑋室內裝修建材工程

行

楊德金 豐濱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5.22核銷) 400,000 391,377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豐濱鄉公

所
共同供應契約

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萬榮財
光復鄉內農路改善工程(張峻)、東富村阿多莫農路

(萬榮財)改善工程等兩件工程(併張峻，2人2案，

結算金額19萬5,453元)

光復鄉(106.3.28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忠孝國小電動伸縮遮雨棚設施工程 花蓮市(106.3.15核銷) 3,000,000 2,964,526 鄉鎮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

捷勝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竹田村17鄰排水溝設施改善等11件工程(併邱永双、

張智冠、潘富民、楊德金5人11案，結算金額99萬

5,581元)

富里鄉(106.5.9核銷) 99,000 93,931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

萬榮財 志學村忠孝社區農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3.28核銷) 500,000 374,480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月眉村六段新設截水溝設施工程 壽豐鄉(106.5.4核銷) 150,000 142,805 鄉鎮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窗簾設施工程 鳳林鎮(106.4.20核銷) 98,000 97,5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萬榮財
豐濱村農路改善工程、靜浦村村內道路改善工程等

2案
豐濱鄉(106.3.14核銷) 298,000 286,724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招標、無；

首長本權責
金鐘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豐濱鄉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6.5.9核銷) 92,000 92,000 鄉鎮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峻昆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樂合里5鄰道路裂縫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3.14核銷) 98,000 98,000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富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三民里三軒社區綠美化工程、泰昌里西邊街綠美化

工程、啟模里里內綠美化工程等三案
玉里鎮(106.3.14核銷) 285,000 275,352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東富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腦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3.28核銷) 98,000 84,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分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4.17核銷) 98,000 91,69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事故現場蒐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6.14核銷) 50,000 50,0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崧浩科技有限公司

潘富民
竹田村17鄰排水溝設施改善等11件工程(併邱永双、

張智冠、楊德金、萬榮財5人11案，結算金額99萬

5,581元)

富里鄉(106.5.9核銷) 197,000 186,913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公開招標 承建營造

潘富民 新城分局GPS等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4.14核銷) 95,000 94,600 鄉鎮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寬遠科技

潘富民 瑞北社區簡易自來水管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3.28核銷) 95,000 94,951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瑞穗村及鶴岡村內等7件改善工程(併張智冠、陳建

忠、楊德金，4人7案，結算金額151萬4,322元)
瑞穗鄉(106.3.28核銷) 369,000 357,279 鄉鎮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樂合里5鄰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20核銷) 800,000 621,129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中信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玉里鎮牆面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名：玉里鎮

牆面設施改善工程】併NO.39潘富民、NO.46陳建忠

2人2案 金額共595,685元)

玉里鎮(106.7.20核銷) 300,000 297,843 鄉鎮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新興村6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10件工程(【核定

名：竹田村富田農路改善工程】併潘富民 追-47、陳

建忠 追-29、張智冠 追-62.85、楊文值 追-79   4人10

富里鄉(106.7.28核銷) 90,000 88,350 鄉鎮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鑑運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事故現場蒐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6.14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崧浩科技有限公司

蘇忠亮
立山村農路及擋土牆改善工程、立山村安全欄杆設

施改善工程等2案
卓溪鄉(106.3.14核銷) 955,000 915,115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章昌營造有限公司



蘇忠亮
1.卓溪村第8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2.卓清村南

安部落農灌PE蓄水池及農路改善工程、3.立山村農

路擋土牆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4.立山村山里農

卓溪鄉(106.3.14核銷) 1,033,000 1,027,023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章昌營造有限公司

蘇忠亮 古風村石平部落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4.18核銷) 90,000 85,343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有限公司

蘇忠亮
立山村山里部落農灌用管線設施工程(併許淑銀，2

人3案，結算金額38萬4,027元)
卓溪鄉(106.4.27核銷) 90,000 89,540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蘇忠亮
卓清村清水部落農灌用管線設施工程(併許淑銀，2

人3案，結算金額38萬4,027元)
卓溪鄉(106.4.27核銷) 201,000 199,973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蘇忠亮
崙山村第9鄰擋土牆設施工程等八項工程(【核定

名：古風村崙山下部落護欄設施工程、崙山村及立

山村農路設施改善工程、崙山村第9鄰擋土牆設施工

卓溪鄉(106.8.11核銷) 1,521,000 1,429,393 鄉鎮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最有

利標

金峰土木包工業

欣東宜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總計 75,447,878 71,004,4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