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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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進國小電話系統設備及飲水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04.5)核銷 99,550 99,5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弘達電信工程行

東大電器材料行

賴進坤 康樂國小廣告機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4.19)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 光復國小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6.05.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彥勝工程行

賴進坤 康樂社區活動中心沙發組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5.19)核銷 40,000 39,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和成木器店

賴進坤 卓溪鄉公所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5.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儀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賴進坤 三棧國小川堂及活動中心屋頂防漏改善工程 秀林鄉(106.5.25核銷) 96,950 96,950 鄉鎮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賴進坤 佳民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5.25核銷) 96,252 96,252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壹誠科技公司

賴進坤
富里鄉公所富里米產地認證標章檢測設備工程

(NO29)
富里鄉(106.6.12核銷) 200,000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騏發行

賴進坤 新城鄉長青老人會館冷氣設備工程(NO27) 新城鄉(106.06.19)核銷 400,000 267,498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葉氏企業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偵察隊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NO29)
花蓮縣(106.09.13)核銷 98,000 97,3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鳳義里產業道路水泥鋪設工程(NO21) 鳳林鎮(106.10.23)核銷 1,300,000 1,258,24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建國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北埔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214,576 214,576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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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嘉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280,741 280,741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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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康樂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242,184 242,184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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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卓溪鄉公所環保暨殯葬管理所資源回收場遮雨棚設

施改善工程及該所廚餘堆置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

稱:卓溪鄉公所環保暨殯葬管理所資源回收場遮雨棚

卓溪鄉(106.10.30核銷) 200,000 192,329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或企

劃書公告
永發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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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紅葉村農路改善工程(NO27) 萬榮鄉(106.11.22核銷) 500,000 482,833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或企

劃書公告
馬遠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壽豐國中投影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4.5)核銷 71,000 71,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友誠資訊社

楊文值 大陳二村社區環境綠美化 花蓮市(106.04.5)核銷 97,000 89,69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東里國小天文望遠鏡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05.02)核銷 190,000 1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華海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花蓮市海濱街堤防彩繪工程 花蓮市(106.5.25)核銷 95,000 90,01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美的油漆工程行

楊文值 主和里南京街82巷2弄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4) 花蓮市(106.6.12)核銷 350,000 328,4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宏晟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國福里休憩 公園綠美化工程(NO14) 花蓮市(106.6.6)核銷 95,000 90,1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壽豐村社區綠美化工程(NO34) 壽豐鄉(106.07.14)核銷 95,000 91,35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志學村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NO14) 壽豐鄉(106.07.14)核銷 95,000 89,82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平和村護欄彩繪工程(NO6) 壽豐鄉(106.07.27)核銷 96,000 95,57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合順油漆行

楊文值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300,000 202,96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壽豐鄉公所心臟體外去顫器設備工程(NO6A) 壽豐鄉(106.08.29)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新光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楊文值 豐山村環境綠美化工程(NO70) 壽豐鄉(106.09.20)核銷 95,000 85,29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國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國

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

NO.6A、施金樹NO.16、謝國榮NO.16、許淑銀

花蓮市(106.10.6)核銷 500,000 474,18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中華國小走廊及兒童遊樂器材粉刷美化工程(追42) 花蓮市(106.11.2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上霆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飲水機設備工程(追54) 花蓮市(106.11.21)核銷 36,000 27,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十方客商行

楊文值 壽豐村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NO144) 壽豐鄉(106.11.22)核銷 95,000 88,45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海濱街堤防後半段彩繪工程(NO44) 花蓮市(106.11.27)核銷 95,000 89,42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美的油漆工程行

楊文值 池南村溪南擋土牆及邊溝新設工程(NO34) 壽豐鄉(106.12.04)核銷 2,000,000 1,771,67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隆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改善工程(追85) 花蓮市(106.12.11)核銷 98,000 97,0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瑞穗鄉公所電腦機房設施工程(追42) 瑞穗鄉(106.12.19)核銷 98,000 97,98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二家以上比價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楊文值 主權里社區綠美化工程(NO46) 花蓮市(106.12.20)核銷 95,000 89,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追

42)
花蓮縣(106.12.27)核銷 98,000 97,5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改善工程(書2) 花蓮市(107.01.08)核銷 45,000 44,51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檜柚工程行

楊文值 國華里花園綠美化工程(NO6A) 花蓮市(106.1)核銷 99,000 92,85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景馨園藝企業社

楊文值 民生里將軍府內文康中心設施改善工程(追42) 花蓮市(106.1)核銷 40,000 37,8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花蓮市民權里設施改善工程(追42) 花蓮市(106.1)核銷 97,000 91,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崑暉營造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

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楊文值-追28,游

淑貞-追30,施金樹-追29,3人3 案合併,結算金額:495,285

花蓮縣(10)核銷 300,000 299,56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仁里社區活動中心飲水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4.5)核銷 28,000 2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峰泉淨水行

謝國榮 信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05.09)核銷 95,349 95,349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藝霖室內裝修工程行

謝國榮 鑄強國小中年級及專科教室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19)核銷 359,548 359,548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謝國榮 鳳仁國小籃球場劃線及周邊彩繪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05.19)核銷 80,114 80,114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奧林匹亞企業社

謝國榮 民意里活動中心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06.08)核銷 98,000 91,8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瑞祥村路燈裝設工程 瑞穗鄉(106.5.25)核銷 97,000 95,28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順泰水電行

謝國榮 民意里里內休憩設施工程 花蓮市(106.05.25)核銷 98,000 93,2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民勤里警光一村6號前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06.08)核銷 98,000 93,16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東里國中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2) 富里鄉(106.06.0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社

謝國榮 東里國小車擋設施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06.08)核銷 98,573 93,273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華海土木包工業(車擋)/宏

邦電訊有公司(監視)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4) 花蓮縣(106.06.08)核銷 259,188 259,18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有限公司台灣

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主權里公園彩繪美化工程(NO16) 花蓮市(106.08.16)核銷 98,000 97,77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美的油漆工程行

謝國榮 民意里里內綠美化工程(NO22) 花蓮市(106.08.18)核銷 98,000 88,88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鳳仁國小司令台牆面彩繪美化工程(書NO1) 鳳林鎮(106.09.11)核銷 88,230 88,23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書NO1) 花蓮市(106.09.11)核銷 90,000 89,76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

務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富里鄉)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22) 花蓮縣(106.09.22)核銷 500,000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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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民心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31) 花蓮縣(106.09.22)核銷 446,309 446,309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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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榮
國安里活動中心烤箱等設備工程(NO31)

花蓮市(106.09.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巨逹食品機械

謝國榮
國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國

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

NO.6A、施金樹NO.16、謝國榮NO.16、許淑銀

花蓮市(106.10.6)核銷 150,000 142,2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民意里大陳一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書1) 花蓮市(106.10.6)核銷 98,000 92,5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豐濱國小教學桌組設備工程(書5) 豐濱鄉(106.10.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謝國榮 玉里鎮光復路54巷路面平整工程(書3) 玉里鎮(106.10.31)核銷 98,000 97,99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信義國小冷氣設備工程(書2) 花蓮市(106.11.13)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三家比價

東韻電器行

謝國榮 瑞穗鄉各村路燈裝設工程(追1) 瑞穗鄉(106.11.08)核銷 96,000 95,41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二家比價

德原水電行

謝國榮 源城里裝置藝術工程(書3) 玉里鎮(106.11.13)核銷 95,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謝國榮 靜浦國小冷氣設備工程(書5) 豐濱鄉(106.11.13)核銷 99,531 99,531 其他公共工程 靜浦國小 共同供約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限

公司

謝國榮 玉里鎮客家生活館音響設備工程(書3) 玉里鎮(106.11.15)核銷 75,000 7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謝國榮 玉里鎮客家生活館冷氣設備工程(書3) 玉里鎮(106.11.15)核銷 90,000 89,92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謝國榮 長良納骨堂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書3) 玉里鎮(106.11.15)核銷 40,000 39,96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謝國榮 民勤里勵志新村設施改善工程(書1) 花蓮市(106.12.15)核銷 50,000 47,3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岡昇企業社



謝國榮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防治漏水工程(NO14) 花蓮縣(106.12.20)核銷 2,000,000 1,969,93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公開招標

惠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主權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書2) 花蓮市(106.12.15)核銷 98,000 78,29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謝國榮 瑞穗鄉全鄉反射鏡設施改善工程(書3) 瑞穗鄉(106.12.20)核銷 300,000 254,11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永村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化道路景觀綠美化工程(書1) 花蓮市(106.12.22)核銷 98,000 97,68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三民國中射箭場整地工程(書17) 玉里鎮(106.12.26)核銷 98,863 98,863 其他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逕洽廠商

連順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鳳林鎮公所設施改善工程(書1) 鳳林鎮(106.12.27)核銷 300,000 258,20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領平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富民村第三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書3) 瑞穗鄉(107.01.04)核銷 98,000 97,65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謝國榮 卓溪鄉各村辦公處沙發等設備工程(書15) 卓溪鄉(107.01.08)核銷 95,000 87,36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2家比價/共同供約 人人傢具/明聳企業有限

公司

謝國榮 花崗國中電腦等設備工程(書14) 花蓮市(107.01.09)核銷 73,961 73,9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共同供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瑞穗鄉路燈增設工程<核定名稱:瑞穗鄉路燈增設工

程>謝國榮NO陳英妹NO,2人3 案合併,結算金

額:338,898元

瑞穗鄉(106.)核銷 200,000 194,769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坤大水電工程行

謝國榮 玉里鎮內裝設反射鏡工程(書18) 玉里鎮(10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謝國榮 化仁國中樂器設備工程(書1) 花蓮市(10)核銷 988,000 968,24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公開取得

育樂社

施金樹 豐濱國小液晶螢幕顯示器及數位講桌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05.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施金樹 東里國小遊樂器材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NO23) 富里鄉(106.06.12)核銷 99,200 99,2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玉里鎮公所財政課及記者招待室網路佈線設施工程

(32)
玉里鎮(106.06.28)核銷 57,500 57,49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施金樹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玉里鎮鎮內綠美化工程(NO41) 玉里鎮(106.09.1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施金樹
國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國

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

NO.6A、施金樹NO.16、謝國榮NO.16、許淑銀

花蓮市(106.10.6)核銷 150,000 142,2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民生里文化設施改善工程(NO62) 花蓮市(106.10.16)核銷 99,000 98,84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奇智風雅企業

施金樹 嘉里國小校門美化設施改善工程(NO47) 新城鄉(106.11.13)核銷 247,300 247,3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取得

津賀盛企業



施金樹 忠孝國小立體彩色可動式地球儀等設備工程(NO50) 花蓮市(106.11.20)核銷 1,400,000 1,3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
花蓮地政事務所衛星接收儀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

地政事務所衛星接收儀設備工程)施金樹NO56,葉鯤

璟NO58 ,2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650000元

花蓮市(106.12.01)核銷 350,000 3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公開取得
兆蜂企業商行

施金樹 萬榮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追29) 萬榮鄉(106.12.15)核銷 900,000 889,7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公開取得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
明廉國小校園環境改善暨教室置物櫃等設備工程(追

29)
花蓮市(106.12.27)核銷 1,100,000 1,0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 鑄強國小實驗桌椅設備工程(追150) 花蓮市(106.12.26)核銷 97,5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二家比價

國育企業社

施金樹
中原國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核定名稱:中原國

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23,游淑貞NO23,

笛布斯‧顗賚NO23,林宗昆NO20,施慧萍NO26,5人5

花蓮市(107.01.04)核銷 500,000 424,912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柏傑室內裝修工程行/欣

東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津湛有限公司

施金樹 北昌國小國樂團樂器設備工程(書1) 花蓮市(107)核銷 2,580,000 2,538,8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招標

育樂社

施金樹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

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楊文值-追28,游

淑貞-追30,施金樹-追29,3人3 案合併,結算金額:495,285

花蓮縣(10)核銷 98,000 97,8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吉安國中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4.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旭淇實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明恥國小電子鐘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0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中興鐘錶眼鏡行

李秋旺 中正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05.25)核銷 99,000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順漆行

李秋旺 瑞穗鄉公所設施改善工程(NO43) 瑞穗鄉(106.07.21)核銷 98,000 95,76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原水電行

李秋旺 花蓮縣老人會撞球檯設備工程(NO66) 花蓮市(106.08.28)核銷 55,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全揚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富源國小消防設施改善工程(NO152) 瑞穗鄉(106.10.30)核銷 82,950 82,95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飛彤工程行

李秋旺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NO36) 花蓮市(106.10.23)核銷 2,000,000 1,978,84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年度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康樂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39,838 39,838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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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157,894 157,894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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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老人會撞球室設施改善工程(NO66) 花蓮市(106.10.30)核銷 43,000 40,00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三家比價 勍暐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行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國治里、仁里村、國光里、樂合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國

光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慧萍NO41,鄭乾龍NO41,

花蓮縣(106.11.20核銷) 98,000 87,932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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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豐鄉衛生所月眉村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追55) 花蓮縣(106.11.21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展鑫企業社

李秋旺 壽豐鄉衛生所水璉村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追55) 花蓮縣(106.11.2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日耀工程行

李秋旺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電熱水器設備工程(追123) 花蓮縣(106.12.15核銷) 97,760 97,76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境保護

局
二家比價

金源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空拍機設備工程(NO127) 花蓮縣(106.12.29核銷) 98,000 97,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最有利標

歐喜樂國際企業社

李秋旺 民政里里內公園休憩設施改善工程(NO66) 花蓮市(107.01.04)核銷 100,000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追23) 花蓮市(107)核銷 2,000,000 1,900,21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莊枝財 鑄強國小專科教室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19)核銷 254,174 254,174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台銀採購部〉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樟木組椅設備等工程 花蓮縣(106.05.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人人傢俱行、盛和農機

行

莊枝財 林榮國小校園彩繪暨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05.19)核銷 200,000 196,590 其他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公開取得

金賀盛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中華國小電腦設備工程(33) 花蓮市(106.06.12)核銷 500,000 465,925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偵察隊設施改善工程(NO4) 花蓮縣(106.07.05)核銷 98,000 97,43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金德建材行

莊枝財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4路電話錄音系統設備工程

(NO40)
花蓮縣(106.09.04)核銷 98,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新社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NO40)
花蓮縣(106.09.06)核銷 95,000 8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偵察隊留置室設施改善工程

(NO19)
花蓮縣(106.09.19)核銷 98,000 97,09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莊枝財 明義國小窗簾設施工程(NO146) 花蓮市(106.10.17)核銷 20,000 13,908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善多利工作室

莊枝財
山興里山文路道路改善工程等三件【核定名：山興

里山文路農路改善暨綠美化工程】，陳英妹NO.24、

陳長明NO.32、莊枝財NO.34，6人1案，結算金額共

鳳林鎮(106.10.18核銷) 200,000 198,90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廣勝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豐濱國小校園草皮步道設施工程 豐濱鄉(106.05.02)核銷 98,260 98,256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七海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相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04核銷) 150,000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1.中山攝影社 2.順發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

司

施慧萍 港口國小圖書館屋頂防水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6.05.09)核銷 97,000 96,853 其他公共工程 港口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救護救助用頭部防護設備工程(NO72) 花蓮縣(106.07.28核銷) 86,480 86,4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拔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萍 明恥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110) 花蓮市(106.08.04核銷) 97,280 97,28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忠孝國小專科教室櫥櫃暨教學設備工程(NO37)【核

定名：忠孝國小專科教室櫥櫃暨教學設備工程】(施

慧萍NO.37、陳英妹NO.42，2人1案合併，結算金額

花蓮市(106.09.28核銷) 1,000,000 894,598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共同供

約
昱輝土木包工業/東懋資

訊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非侵入式電子血壓計等設備

工程(NO72)
花蓮縣(106.09.24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東一醫材有限公司

施慧萍 萬榮國小圖書室設施及設備工程(NO9) 萬榮鄉(106.10.6核銷) 735,900 714,162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公開招標(最有利

標)
津賀盛企業

施慧萍 宜昌國中筆記型電腦設備工程 (NO159) 花蓮縣(106.10.23核銷) 500,000 499,144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共同供約

憶學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萍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

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

張正治、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

吉安鄉(106.10.19核銷) 450,000 403,635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信義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追36) 花蓮市(106.11.13核銷) 97,200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三家比價

靖禾工程行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國治里、仁里村、國光里、樂合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國

治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慧萍NO41,鄭乾龍NO41,

花蓮縣(106.11.20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合約 花蓮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區分公司

施慧萍 佳民國小數位講桌等設備工程(追36) 秀林鄉(106.11.20)核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三家比價(最有利

標)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施慧萍 東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7) 富里鄉(106.12.01)核銷 98,000 93,726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施慧萍 大進國小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追108) 光復鄉(106.12.15)核銷 99,500 98,28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中正國小活動中心舞台布幕設備工程(追115) 花蓮市(106.12.20核銷) 100,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二家比價

久禾企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 主權里里內彩繪工程(NO29) 花蓮市(106.12.22核銷) 98,000 93,10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美的油漆工程行

施慧萍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水塔設施改善工程(追108) 花蓮市(106.12.26核銷) 98,000 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維昌水電工程行

施慧萍 鑄強國小空調設備工程(追62) 花蓮市(106.12.26核銷) 196,000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約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綠美化工程(追108) 花蓮市(106.12.27核銷) 98,000 97,1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瑞峰工程行

施慧萍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救護用防血液透析防護設備

工程 (NO159)
花蓮縣(106.12.27核銷) 99,032 99,0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嘉誠聯禾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萍
中原國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核定名稱:中原國

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23,游淑貞NO23,

笛布斯‧顗賚NO23,林宗昆NO20,施慧萍NO26,5人5

花蓮市(107.01.04核銷) 300,000 254,947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柏傑室內裝修工程行/欣

東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津湛有限公司



施慧萍 北林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追135) 鳳林鎮(106.01.09核銷) 200,000 199,248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明恥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2)
花蓮市(106.04.05核銷)

182,400 167,576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取得

優秝科技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音響設備工程(NO21) 花蓮縣(106.05.04核銷) 96,600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艾杜燈光音響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消防分隊音響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6.05.09核銷) 96,600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艾杜燈光音響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NO16)
花蓮縣(106.06.08核銷) 95,000 94,7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無；首長本權責

宏居工程行

林宗昆 康樂國小校園鐵捲門改善工程(NO63) 新城鄉(106.06.19核銷) 86,500 86,5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順發工程行

林宗昆 嘉里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NO42) 新城鄉(106.07.0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二家比價

津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民生里里內公廁等設施工程(NO41) 花蓮市(106.07.18核銷) 99,000 93,5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三家比價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分隊音響設備工程(NO62) 花蓮縣(106.07.17核銷) 96,600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艾杜燈光音響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市立圖書館兒童館儲藏室設施改善工程(NO45) 花蓮市(106.07.31核銷) 99,000 94,32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北濱烏克麗麗公園意象除鏽等設施改善工程(NO45) 花蓮市(106.08.16核銷) 99,000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新禾油漆工程行

林宗昆 國威里公園體健及安全圍籬設施改善工程(NO21) 花蓮市(106.08.18核銷) 99,000 89,73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中正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NO28) 花蓮市(106.08.23核銷) 998,420 927,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花蓮縣政府統一採

購中心辦理招標
桂富實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楊文值、李秋旺、施金

樹、謝國榮、林宗昆、莊枝財、施慧萍、葉鯤璟、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防治科木製沙發及電視設備工程(NO45)花蓮縣(106.9.06核銷) 80,000 77,82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救災救護救援頭盔等設

備工程(NO41)
花蓮縣(106.09.13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百岳登山體育用品有限

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宣導式發光半身安妮組

等設備工程 (NO45)
花蓮縣(106.09.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東一醫材有限公司

林宗昆 重慶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NO83) 花蓮市(106.10.11核銷) 99,000 98,88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新禾油漆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追-2) 花蓮縣(106.10.25核銷) 57,982 57,7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宗昆  明義國小新大樓電信設施改善工程 (追-22) 花蓮市(106.11.08核銷) 95,600 95,55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翊勵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林宗昆 月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追-2) 壽豐鄉(106.11.13核銷) 91,732 91,732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林宗昆 月眉國小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追-2) 壽豐鄉(106.11.13核銷) 94,340 94,340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冰箱設備工程(NO40) 花蓮縣(106.11.13核銷) 95,0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消防分隊冰箱等設備工程 (追-2) 花蓮縣(106.11.15核銷) 204,400 199,12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供

約/共同供約

信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宇鴻資訊有限公司/葉氏

企業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沙發組等設備工程(NO27) 花蓮縣(106.11.15核銷) 99,000 97,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好美家具生活館/中萊科

技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電話系統等設備工程 (追-2) 花蓮縣(106.11.22核銷) 95,261 92,18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三家比

價
葉氏企業/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更新鈦金立體字體設施工程

(追-2)
花蓮縣(106.11.27核銷) 97,500 96,81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慈光工程行

林宗昆 東里國小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及設施工程 (追-2) 富里鄉(106.11.2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林宗昆 明恥國小樂器設備工程 (追-2) 花蓮市(106.11.28核銷) 252,800 24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環球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市公所人文館會議室防水工程(NO83) 花蓮市(106.12.15核銷) 99,000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鼎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電視等設備工程(追-2) 花蓮縣(106.12.15核銷) 36,000 33,18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林宗昆 國裕里中琉公園增設微型籃球場設施工程(NO72) 花蓮市(106.12.27核銷) 650,000 593,44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中原國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核定名稱:中原國

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23,游淑貞NO23,

笛布斯‧顗賚NO23,林宗昆NO20,施慧萍NO26,5人5

花蓮市(107.01.04核銷) 300,000 254,947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柏傑室內裝修工程行/欣

東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津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貨櫃設備工程(書1) 花蓮市(107.01.08核銷) 95,0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時捷集運有限公司

何禮臺 豐濱國中川堂跑馬燈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04.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茂蒼生技企業社

何禮臺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電腦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4.11)核銷 88,000 86,62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 無；首長本權責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何禮臺 豐濱國小校舍護欄美化工程 豐濱鄉(106.04.1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何禮臺 佳林村路面改善工程 新城鄉(106.04.18)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協立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志學國小循環扇設施工程 壽豐鄉(106.05.02)核銷 96,344 96,344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山水電行

何禮臺 新城鄉老人會招牌設施工程 新城鄉(106.05.31)核銷 98,000 97,63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變色龍廣告企劃



何禮臺 北埔村社區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36) 新城鄉(106.06.9)核銷 70,000 69,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威盛企業社

何禮臺 新城鄉順安老人會館飲水機設備工程(41) 新城鄉(106.06.9)核銷 40,000 28,94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無；首長本權責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國中採光罩設施工程(42) 新城鄉(106.06.12)核銷 98,000 97,97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震澔實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康樂國小室外圖書角增建工程 新城鄉(106.06.14)核銷 95,000 94,977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嘉里村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66) 新城鄉(106.07.25)核銷 98,000 45,61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葉

何禮臺 佳林村長青會館飲水機設備工程(NO109) 新城鄉(106.08.04)核銷 30,000 29,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圖書館置物櫃設施工程(NO34) 新城鄉(106.08.10)核銷 96,000 93,23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逢聖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佳林村社區活動中心飲水機設備工程(NO103) 新城鄉(106.08.10)核銷 30,000 28,94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鄉老人會紗窗設施改善工程(NO56) 新城鄉(106.08.16)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昌玻璃行

何禮臺 康樂村長青會館鐵門設施改善工程(NO126) 新城鄉(106.08.18)核銷 50,000 49,53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視聽器材設備工程(NO88) 新城鄉(106.08.23)核銷 90,000 88,76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及臺灣銀行共

同供應契約廠商
威盛企業社,麥特科技有

限公司

何禮臺 康樂老人會館電視設備工程(NO103) 新城鄉(106.08.23)核銷 20,000 19,28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嘉里派出所圍牆粉刷工程(NO34)花蓮縣(106.08.28)核銷 97,000 96,85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禾油漆工程行

何禮臺 嘉里國小洗手台設施改善工程(NO20) 新城鄉(106.09.05)核銷 700,000 7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津賀盛企業

何禮臺 嘉新村活動中心空調設備工程(NO131) 新城鄉(106.09.06)核銷 90,000 88,62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葉

何禮臺 佳林村活動中心空調設備工程(NO109) 新城鄉(106.09.06)核銷 98,000 97,18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葉

何禮臺 嘉里村長青會館空調設備工程(NO109) 新城鄉(106.09.06)核銷 98,000 96,36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葉

何禮臺 佳林村長青會舘音響設備工程(NO109) 新城鄉(106.09.07)核銷 98,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清新視聽行

何禮臺 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128) 新城鄉(106.09.22)核銷 90,000 88,19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國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國

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

NO.6A、施金樹NO.16、謝國榮NO.16、許淑銀

花蓮市(106.10.6)核銷 97,000 91,99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新城村村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NO143) 新城鄉(106.10.13)核銷 95,000 94,12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嘉里村、新城村、康樂村

及國慶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縣警

察局(新城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5)核銷 666,693 666,693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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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禮臺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鐵皮屋頂設施改善工程(追1) 新城鄉(106.11.13)核銷 98,000 97,23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順發工程行

何禮臺 花蓮地政事務所叫號系統設備工程(NO37) 花蓮市(106.11.8)核銷 93,450 93,4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電波企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追1) 花蓮縣(106.11.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限

公司

何禮臺 新城村興田社區活動中心空調設備工程 (追37) 新城鄉(106.11.14)核銷 220,000 2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業

何禮臺 康樂村芭拉米旦公園投射燈工程 (追37) 新城鄉(106.11.17)核銷 99,000 98,82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嘉新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143) 花蓮縣(106.11.21)核銷 125,962 125,962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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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嘉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143) 花蓮縣(106.11.21)核銷 158,855 158,855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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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禮臺 康樂國小校園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追37) 新城鄉(106.12.01)核銷 166,000 158,408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公開招標

原民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鑄強國小空調設備工程(追53) 花蓮市(106.12.01)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新秀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及冰箱等設備

工程 (追1)
花蓮縣(106.12.15)核銷 230,000 224,04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臺灣銀行

共同供應契約廠商
鴻宇個性家具/東龍工程

行/杰昇工程行

何禮臺 北埔社區活動中心空調設備工程(追124) 新城鄉(106.12.15)核銷 160,000 1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
葉氏企業

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環保機具設備工程(追124) 新城鄉(106.12.15)核銷 60,000 5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社

何禮臺 嘉里國小排水設施及冷氣設備工程(追1) 新城鄉(106.12.2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共同供約/比僄 蓁庭園企業有限公司/金

源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北埔村須美基溪旁路燈設施工程(追98) 新城鄉(106.)核銷 52,000 30,23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何禮臺 佳林村佳林社區多功能廣場設施改善工程(追86) 新城鄉(106.)核銷 450,000 401,40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振豐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設備工程等3

件【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

設備工程，何禮臺、游淑貞、葉鯤璟NO.45，3人1案

花蓮縣(107.01.09核

銷)
100,000 98,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許淑銀 立山國小校園網路系統設備工程(NO2) 卓溪鄉(106.4.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立山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弘邦電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富世國小校園廣播通信設備工程(NO2) 秀林鄉(106.4.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許淑銀 水源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9) 秀林鄉(106.4.5核銷） 98,800 96,829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藝千裝潢工程行

許淑銀 新城國中活動中心視聽設備及窗簾設施工程(NO2) 新城鄉(106.04.5)核銷 198,000 197,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無；首長本權責 上豪綜合工程/翊勵電訊

科技有限公司

許淑銀 卓清國小廁所改建工程(NO2) 卓溪鄉(106.4.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清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津湛有限公司

許淑銀 銅蘭國小教室藝文走廊設施改善工程(NO9) 秀林鄉(106.4.5核銷） 98,600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藝千裝潢工程行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新秀分隊跑步機等設備工程(NO13) 花蓮縣(106.05.02核銷) 54,000 5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鬥牛屋運動用品社

許淑銀 新城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NO26) 新城鄉(106.05.09)核銷 50,000 4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麗崧書局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新秀消防分隊設施改善工程(NO13) 花蓮縣(106.05.09核銷) 97,000 96,18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東龍工程行

許淑銀 三棧國小辦公室線路改善工程(NO26) 秀林鄉(105.5.25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分隊重量訓練機等設備工程(NO19)花蓮縣(106.05.2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無；首長本權責
正隆五金百貨、香港商

富吉多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許淑銀 佳民國小升旗台太魯閣族圖騰粉刷美化工程(NO26) 秀林鄉(106.5.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京中營造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國小行政與教學資料備份設備工程(NO33) 秀林鄉(106.6.9核銷） 50,000 48,8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永新科技

許淑銀 卓溪國小校舍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NO33) 卓溪鄉(106.6.1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合晟裝潢帆布行

許淑銀 太平國小校園遮雨棚設施工程 (NO25) 卓溪鄉(106.6.12核銷) 98,000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奈亞企業社

許淑銀 銅蘭國小教室屋頂防漏防水設施改善工程(NO33) 秀林鄉(106.6.19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三家廠商比價

晟弘工程行

許淑銀 銅門國小護樹平台整修工程(NO33) 秀林鄉(106.6.12核銷） 96,600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無；首長本權責

大唐系統傢俱

許淑銀 嘉里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NO37) 新城鄉(106.07.21)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麗崧書局

許淑銀 康樂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NO37) 新城鄉(106.08.01)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麗崧書局

許淑銀 銅蘭國小平板電腦設備工程(NO91) 秀林鄉(106.08.18核銷） 197,000 1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太平國小校舍廁所設施改善工程(NO25) 卓溪鄉(106.08.21核銷) 98,000 97,876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攝影機設備工程(NO24) 花蓮縣(106.08.23核銷) 90,000 89,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焦點沖印行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電熱水器設備工

程(NO34)
花蓮縣(106.08.23核銷) 71,000 6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全鋒企業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秀林分駐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NO4)
花蓮縣(106.08.23核銷) 98,000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全鋒企業社

許淑銀 萬榮鄉公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59) 萬榮鄉(106.08.29核銷） 99,000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鳳林派出所鐵製衣櫃設施改

善工程(NO40)
花蓮縣(106.09.04核銷) 50,000 49,1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珹分局和平派出所停車場車棚設施

改善工程(NO34)
花蓮縣(106.08.29核銷) 98,000 97,46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春成企業社

許淑銀 萬榮鄉公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59) 萬榮鄉(106.8.29核銷） 99,000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攝影機設備工程(NO129) 花蓮縣(106.09.19核銷) 98,000 97,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焦點沖印行

許淑銀 馬遠國小教室窗簾設施工程(NO145) 萬榮鄉(106.09.2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馬遠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許淑銀  崇德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NO158) 秀林鄉(106.10.03核銷） 85,000 84,999 其他公共工程  崇德國小 三家廠商比價

歐典企業社

許淑銀
國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國

興里林芥公園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楊文值

NO.6A、施金樹NO.16、謝國榮NO.16、許淑銀

花蓮市(106.10.6核銷) 100,000 94,83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佳民國小籃球架設備工程(NO129) 秀林鄉(106.10.17核銷） 94,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三家廠商比價

勝欣企業社

許淑銀 崇德國小校園廣播系統設備工程(追NO67) 秀林鄉(106.11.1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崇德國小 逕洽廠商

吉獵企業社

許淑銀 水源村村內路燈工程(NO123) 秀林鄉(106.11.22核銷） 98,000 51,136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景美村路燈工程(NO82) 秀林鄉(106.11.22核銷） 98,000 96,495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銅門國小校門設施改善工程(追84) 秀林鄉(106.11.2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立成企業社

許淑銀 銅蘭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追67) 秀林鄉(106.12.04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四家廠商比價

歐典企業社

許淑銀 銅蘭國小屋頂防漏防水設施改善工程(追67) 秀林鄉(106.12.2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2家廠商比價

晟弘工程行

許淑銀 景美村加灣部落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82) 秀林鄉(106.11.28核銷） 90,000 89,631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成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秀林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82) 秀林鄉(106.11.28核銷） 99,000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成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崇德村、富世村、秀林村路燈工程(NO129) 秀林鄉(106.12.0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立山村及崙山村路燈工程(NO82) 卓溪鄉(106.12.11核銷） 98,000 97,96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許淑銀 復興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追67) 花蓮市(106.12.19核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2家廠商比價

育華企業社

許淑銀 和平村村辦公處音響等設備工程(NO19) 秀林鄉(106.12.20核銷） 98,000 97,985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共同供約/小額採

購
麗崧書局/正合儀器行

許淑銀 秀林國小教學行政電腦設備工程(書4) 秀林鄉(106.12.22核銷） 91,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3家廠商比價/逕洽

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水源國小會議室及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書3) 秀林鄉(106.12.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逕洽廠商

宏菖企業社

許淑銀 立山國小置物櫃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書7) 卓溪鄉(106.12.2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立山國小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漢昇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松麟水電電

機工程行

許淑銀 明禮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書8) 花蓮市(107.01.04核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

許淑銀 西林國小電話通訊系統設備工程(書5) 萬榮鄉(107.01.0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廠商比價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許淑銀 宜昌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158) 花蓮市(107.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共同供約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余夏夫 高寮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06.12核銷) 99,761 99,761 其他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太昌國小校園人行道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9.26核銷) 200,000 198,35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公開取得
宏育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宜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0.24核銷) 88,000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余夏夫 光華國小桌球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1.08核銷) 95,250 95,25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育樂社

余夏夫 光華國小屋頂排水槽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11.08核銷) 97,250 97,25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惠勝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佳民國小升旗台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6.01.02核銷) 85,379 85,379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飛象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佳民國小文字跑馬燈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12.28核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佳民國小洗手台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7.01.02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復興國小多媒體電子看板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4.12核銷) 86,100 86,100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余夏夫 中正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9.08核銷) 298,187 296,99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余夏夫
花蓮市清潔隊環保行政大樓設施及辦公桌椅組等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市清潔隊環保行政大樓設施

及辦公桌椅組等設備工程，笛布斯、余夏夫NO.4，2

花蓮市(106.11.15核銷) 1,000,000 879,6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傑富土木包工業/大同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億學實業有限

公司/綠育企業社/金生元鐵櫃家

具行/葉氏企業/華瑛科技有限公

司



余夏夫 忠孝國小微型鋸床等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2.28核銷) 480,000 476,3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余夏夫 明廉國小藍芽無線擴音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09核銷) 490,000 4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木製椅組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6.09.08核銷) 98,000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尚美家具行

余夏夫 新城鄉芭拉米旦公園廣場改善工程 新城鄉(106.09.08核銷) 800,000 665,08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新城鄉原住民活動中心馬拉道圖騰等粉刷工程 新城鄉(106.11.21核銷) 50,000 49,37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余夏夫 紅葉國小校長室陽台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09.25核銷) 98,924 98,758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太子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紅葉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09.25核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太子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西林國小健力體能訓練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12.06核銷) 890,000 8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企業社

林秋美 長良國小辦公室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06.19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林秋美 東昌部落(舊)聚會所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6.16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擎亞資訊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林秋美 宜昌國小大樹區圓夢舞台設施工程 吉安鄉(106.10.31核銷) 400,000 397,537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公開取得
皇家木作工程

林秋美
佳民國小新校舍光纖電纜暨視聽教室投影機設備工

程
秀林鄉(106.05.31核銷) 97,943 97,943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營運處

永新科技公司

林秋美 三棧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06.26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林秋美
卓溪鄉公所環保暨殯葬管理所資源回收場遮雨棚設

施改善工程及該所廚餘堆置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

稱:卓溪鄉公所環保暨殯葬管理所廚餘堆置場設施改

卓溪鄉(106.10.30核銷) 98,000 94,241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或

企劃書公告
永發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忠孝國小單槍投影機暨電動布幕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2.2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林秋美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還沒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中正國小OA屏風設備工程 花蓮市(還沒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13核銷) 79,773 79,77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分公司

林秋美 新城鄉圖書館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6.07.17核銷) 99,000 98,93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林秋美
北埔國小人行陸橋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北埔國

小人行陸橋改善工程，林秋美NO.124、張正治NO.追

06，2人1案，結算金額共395,519元】

新城鄉(還沒核銷) 250,000 219,99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林榮國小校園彩繪美化暨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23核銷) 150,000 149,061 其他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企業

宏碩企業社

邱永双 稻香國小碎枝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5.10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廣源農機行

邱永双 慶豐活動中心縫紉車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6.26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英美針車行

邱永双 南華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6.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邱永双 稻香國小電腦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7.13核銷) 90,500 90,186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邱永双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

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

張正治、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

吉安鄉(106.10.19核銷) 1,000,000 896,968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仁里活動中心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0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創奕科技實業

邱永双 卓溪鄉公所太平村村辦公處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09.08核銷) 96,000 95,907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國興里里辦公處電視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10核銷) 18,000 17,81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皇儒貴股份有限公司

邱永双 中正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6.26核銷) 98,500 97,8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邱永双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還沒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富里國小公佈欄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09.0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方圓廣告公司

邱永双 新興村達蘭埠部落魚池上方擋土牆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2.26核銷) 98,000 94,19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信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平和村活動中心置物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9.20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邱永双 鹽寮村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10.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徐雪玉 太昌國小採光罩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11.06核銷) 250,000 245,208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公開取得
傑富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電動機車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6.26核銷) 50,000 47,6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光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雪玉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還沒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1、3樓分電表設

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6.16核銷) 98,000 97,3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詠宸工程行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豐山村、光榮村、溪口

村、吉安村及慶豐村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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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106.10.24核銷) 478,170 478,17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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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豐山村、光榮村、溪口

村、吉安村及慶豐村等5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豐山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4核銷) 406,467 406,467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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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豐山村、光榮村、溪口

村、吉安村及慶豐村等5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光榮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4核銷) 298,123 298,123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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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豐山村、光榮村、溪口

村、吉安村及慶豐村等5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溪口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4核銷) 298,109 298,109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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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平和村、豐山村、光榮村、溪口

村、吉安村及慶豐村等5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慶豐村）監視系統

花蓮縣(106.10.24核銷) 666,600 666,60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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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三隊刑事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15核銷) 95,000 94,9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遠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雪玉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05.10核銷) 61,000 60,97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5.10核銷) 239,000 23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也限公司/大觀園企業

社/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梅珍

香食品原料有限公司/嘉隆行/安

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平和國中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6.26核銷) 99,383 99,383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徐雪玉 豐坪部落貨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6.30核銷) 75,000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盛實業社

徐雪玉 壽豐國小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7.12核銷) 32,000 3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育樂社

徐雪玉 壽豐鄉公所飲水機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7.17核銷) 44,900 44,9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峰泉淨水行

楷華資訊有限公司

徐雪玉 豐裡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7.26核銷) 420,000 41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公開取得 睿林企業社

徐雪玉 壽豐國中校園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10.02核銷) 450,000 413,92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壽豐國小文康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10.31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威盛企業社

徐雪玉 壽豐鄉公所廳舍防水防漏工程 壽豐鄉(106.11.22核銷) 79,695 79,231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共和村豐裡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12.01核銷) 80,000 79,82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水璉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壽豐鄉(106.12.01核銷) 99,259 99,25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有騰工程行

徐雪玉 壽豐國中校園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退空汙費) 壽豐鄉(106.12.11核銷) 450,000 -4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平和村四區路面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12.27核銷) 92,000 91,76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勝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玉里鎮公所內部網路交換器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06.12核銷) 57,800 57,8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張正治 玉里鎮公所清潔隊車輛行車紀錄器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06.12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健全工業社

張正治 玉里鎮鎮內裝設反射鏡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07.20核銷) 99,000 98,99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張正治 玉里鎮鎮民廣場內舊玉里國小川堂外牆彩繪工程 玉里鎮(106.11.23核銷) 94,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浮浪玄人計劃工作室

張正治 大興村社區活動中心電腦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2.01核銷) 50,000 49,788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

張正治 光復鄉多功能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01.02核銷) 98,000 81,639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永成號

張正治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叫號機及電話機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6.23核銷) 26,613 26,61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鎰偉通信有限公司

東暉儀器有限公司

張正治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網路電源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6.2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張正治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傢俱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7.05核銷) 96,684 96,684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互盛股份有限公司

張正治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裝修工程 吉安鄉(106.07.12核銷) 97,598 97,59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大砌建材行

張正治 仁安村內重要道路交叉路口LED警示燈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8.18核銷) 69,300 65,19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景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

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

張正治、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

吉安鄉(106.10.19核銷) 300,000 269,09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太昌國小教室大樓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11.06核銷) 99,593 99,593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宏育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卓溪鄉公所各村辦公處飲水機等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08.09核銷) 98,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張正治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31核銷) 75,000 74,70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中錸科技

張正治 花崗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10.17核銷) 272,135 272,135 其他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逕洽廠商
鼎鴻企業工程行/長風電

梯工業有限公司/奧林匹

亞企業社/津湛有限公司

張正治 中原國小圖書室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1.14核銷) 200,000 199,942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107.1.10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22分隊監視系統設備第二期工程 花蓮縣(106.12.20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限制性招標
中華電信

張正治 東里國小淋浴間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08.01核銷) 99,485 99,485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張正治 康樂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4.17核銷) 80,033 80,033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



張正治 康樂國小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5.10核銷) 92,905 92,905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新城鄉立環保暨殯葬管理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11.06核銷) 98,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弘寶電通有限公司

張正治 新城鄉公所前人行道改善工程 新城鄉(107.1.10核銷) 70,000 68,49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昱順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龍泉公園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新城鄉(107.1.10核銷) 99,000 98,932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順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北埔國小人行陸橋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北埔國

小人行陸橋改善工程，林秋美NO.124、張正治NO.追

06，2人1案，結算金額共395,519元】

新城鄉(107.1.10核銷) 200,000 175,993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壽豐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05.10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遠東企業社

張正治 壽豐國中圖書架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6.1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豐田走廊企業社

張正治
豐裡村文化街2-2號豐田移民指導所前排水溝設施改

善工程
壽豐鄉(106.06.26核銷) 98,000 95,27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豐裡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7.13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企業社

張正治 壽豐國小校舍防漏工程 壽豐鄉(106.08.04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得寶土木包工業

善多利工作室

張正治
豐山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豐山村活

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張正治NO.32、黃振富NO.34

，2人1案合併，結算金額共455000元)

壽豐鄉(106.08.09核銷) 98,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長餘國際有限公司

鑫立企業社

張正治 豐裡村忠孝街駁坎工程 壽豐鄉(106.08.15核銷) 250,000 211,80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福順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鳳仁國小司令台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05.10核銷) 98,006 98,006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京賀盛企業

張正治 鳳仁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5.10核銷) 235,144 235,144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張正治 大榮國小防颱百葉窗設施工程 鳳林鎮(106.06.1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展翔防水企業社

張正治 鳳林鎮公所三溫飲水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6.12核銷) 98,800 98,8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樺楹事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鳳智里里辦公處公告欄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7.1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禾北企業社

格林傢俱行

張正治 鳳仁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0.26核銷) 98,798 98,798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展翔防水工程

張正治 鳳林鎮公所環保暨公園管理所2樓地板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1.29核銷) 95,000 94,777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環友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 南平里社區活動中心木製桌椅組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2.0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優吉美室內裝修



笛布斯‧顗

賚
長良國小附設幼兒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0.30核銷) 98,000 97,906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瑞峰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宜昌國小投影機暨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1.29核銷) 180,000 1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公開取得

昇宏資訊

笛布斯‧顗

賚

東昌村（里漏部落）社區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

程
吉安鄉(106.12.21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大園藝景觀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化仁國中戶外防水全彩電視屏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1.09核銷) 300,000 2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公開取得

金昊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佳民國小新校舍網路線設施工程 秀林鄉(106.05.31核銷) 98,057 98,057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壹誠科技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三棧國小電腦教室設備及設施工程 秀林鄉(107.01.04核銷) 97,800 97,625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津湛有限公司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中正國小體育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31核銷) 200,000 194,8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艾力士實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中原國小旁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09.08核銷) 96,000 95,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忠孝國小攀爬遊具設施工程【核定名：忠孝國小攀

爬遊具設施工程，笛布斯NO.30、游淑貞NO.37，2人

1案，結算金額共980,386元)

花蓮市(106.11.06核銷) 600,000 588,232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主權里活動中心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1.10核銷) 30,000 29,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清潔隊環保行政大樓設施及辦公桌椅組等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市清潔隊環保行政大樓設施

及辦公桌椅組等設備工程，笛布斯、余夏夫NO.4，2

花蓮市(106.11.15核銷) 500,000 439,77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傑富土木包工業/大同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億學實業有限

公司/綠育企業社/金生元鐵櫃家

具行/葉氏企業/華瑛科技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明恥國小教室走廊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12.06核銷) 98,800 98,8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12.25核銷) 98,700 98,658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永順漆行

笛布斯‧顗

賚
國興里車輛限高感應監控錄影設施工程 花蓮市(106.12.25核銷) 98,800 98,77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東暉儀器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大本運動公園壘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1.08核銷) 95,000 94,9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運動家體育用品

笛布斯‧顗

賚

中原國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核定名稱:中原國

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23,游淑貞NO23,

笛布斯‧顗賚NO23,林宗昆NO20,施慧萍NO26,5人5

花蓮市(107.01.04核銷) 1,000,000 849,823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柏傑室內裝修工程行/欣

東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國強里內地坪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1.10核銷) 99,000 98,8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棒球場監視系統暨會議室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8.04核銷) 150,000 142,6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逕洽廠商 先捷行

勁成通信消防器材行

笛布斯‧顗

賚
東大門夜市太平洋舞台組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8.31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觀光

處
逕洽廠商

安庭樂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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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5核銷) 135,926 135,926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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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執行陽光電城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6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建設

處
逕洽廠商

宇國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化仁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30核銷) 195,700 195,7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公開取得報價或

企劃書公告
環球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木製椅組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6.12.18核銷) 62,000 61,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和成木器店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2.25核銷) 98,000 97,6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體育場國福棒壘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95,000 89,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逕洽廠商

運動家體育用品

笛布斯‧顗

賚
新興村17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1.15核銷) 95,000 94,27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錦山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新城國中鐵捲門設施工程 新城鄉(106.08.31核銷) 99,500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上豪綜合工程

笛布斯‧顗

賚
瑞穗國小圖書室冷氣電路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10.03核銷) 92,450 92,45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佳友電器行

笛布斯‧顗

賚
舞鶴村村內廣場籃球架等運動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12.15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萬榮國小圖書室學生閱覽桌椅組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12.01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水璉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壽豐鄉(106.05.31核銷) 99,259 99,259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平和國中棒球場備網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7.20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法老王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

賚
豐濱國小圖書櫃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0.31核銷) 97,875 97,875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游美雲
玉里鎮產業形象識別（熊公仔）意象設施工程等2件

工程【核定名：玉里鎮產業形象識別（熊公仔）意

象設施工程，黃振富NO.49、游美雲NO.81，2人1案

玉里鎮(107.01.09核銷) 300,000 293,4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前瑞有限公司

游美雲
光復鄉公所清潔隊暨第一公有臨售市場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
光復鄉(106.12.18核銷) 92,000 89,9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游美雲 忠孝國小典禮台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2.25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東暉儀器有限公司

游美雲 花蓮地政事務所電動鑽孔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2.26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兆豐企業商行

游美雲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監視器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09核銷) 95,000 93,4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宸紘科技有限公司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長橋派出所運動器材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6.12.25核銷) 98,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游美雲 鳳林鎮立網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07.26核銷) 90,000 89,617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玉昌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游美雲 長橋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18核銷) 88,000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游美雲 鳳仁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18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麗松書局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地理資訊系統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23核銷) 95,600 95,6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儀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軟體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31核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嘉威資訊企業社

游美雲 林榮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0.31核銷) 97,000 96,883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玉昌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游美雲 林榮里路燈裝設工程 鳳林鎮(106.11.10核銷) 40,000 28,518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元帥水電工程企業有限

公司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內部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鳳林鎮公

所內部設施工程，游美雲NO.43、陳長明NO.51，2人

1案，結算金額共8,00,000元)

鳳林鎮(106.11.21核銷) 500,000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三碩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山興里里辦公處辦公桌椅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1.28核銷) 97,000 96,43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林國中視聽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2.01核銷) 75,880 75,88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游美雲 鳳林鎮鎮內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12.15核銷) 300,000 299,75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鳳智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12.21核銷) 97,000 94,42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永大園藝景觀企業社

游美雲 長橋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2.25核銷) 98,000 91,8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豐資訊行

正義音響行

大益冷凍行

游美雲
鳳林鎮道路暨周邊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鳳

林鎮道路暨周邊設施改善工程，游美雲NO.追143、

追132，1人3案，結算金額共500,000元)

鳳林鎮(106.12.27核銷) 500,000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鳳林鎮鎮內道路暨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1.04核銷) 500,000 499,755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大榮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1.04核銷) 97,000 96,35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樺楹事業有限公司

游美雲 豐濱國小圖書室天花板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6.12.20核銷) 97,800 97,8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灌園營造有限公司

游美雲 豐濱國中互動觸控螢幕顯示器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2.28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東威企業社

游淑貞 東部台灣黑熊教育館外牆彩繪工程 玉里鎮(106.07.17核銷) 57,000 54,216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浮浪玄人

游淑貞 玉里鎮鎮內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07.2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游淑貞 福興村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7.12核銷) 30,000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游淑貞 慶豐社區活動中心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7.17核銷) 50,000 49,63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盛塑膠裝潢行

游淑貞 吉安鄉公所慶豐市場走道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7.20核銷) 96,726 95,27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譽建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稻香國小風雨球場柱子保護墊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8.01核銷) 90,505 90,505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旭淇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光華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8.10核銷) 91,685 91,685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光華國小電腦機房設施工程 吉安鄉(106.08.23核銷) 92,411 92,411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中華電信花蓮營運處

游淑貞 南華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8.23核銷) 95,981 95,23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旭昌工程行

游淑貞 吉安國中碎紙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8.29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干城村社區活動中心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9.08核銷) 48,176 48,17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向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游淑貞 宜昌國中管樂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9.08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博凱音樂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博凱分公司

游淑貞 永興村村辦公處無線通訊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0.11核銷) 35,080 35,08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立達企業社

游淑貞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1.06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佳衡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游淑貞 永興村村辦公處電腦及周邊裝備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1.15核銷) 28,200 27,35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吉安鄉舊村一街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11.22核銷) 520,000 493,775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全能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吉安鄉村聯合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06核銷) 330,000 329,659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勝安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13核銷) 84,000 8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社

游淑貞 東昌社區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21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觀園企業社

游淑貞 慶豐社區活動中心彩色雷射複合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28核銷) 19,900 19,9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稻香國小教室儲藏櫃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1.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萬國鐵櫃傢俱行

游淑貞 光華村村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1.09核銷) 77,780 75,50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北昌活動中心二樓設施工程 吉安鄉(107.01.09核銷) 99,600 99,229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環友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游淑貞 中華國小圖書室字幕機及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8.18核銷) 95,000 90,02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創奕科技實業

游淑貞 鑄強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9.18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忠孝國小攀爬遊具設施工程【核定名：忠孝國小攀

爬遊具設施工程，笛布斯NO.30、游淑貞NO.37，2人

1案，結算金額共980,386元)

花蓮市(106.11.06核銷) 400,000 392,154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游淑貞
中原國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核定名稱:中原國

小圖書室設備及設施工程>施金樹NO23,游淑貞NO23,

笛布斯‧顗賚NO23,林宗昆NO20,施慧萍NO26,5人5

花蓮市(107.01.04核銷) 200,000 169,965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柏傑室內裝修工程行/欣

東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津湛有限公司

游淑貞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107.01.10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分隊沙發組等設備及設施工程 花蓮縣(106.07.17核銷) 200,000 199,99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鴻宇個性傢俱/德雅國際

有限公司/順得鍛造精品

企業社/圖意企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洗衣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31核銷) 43,000 42,04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賓赫企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富源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1.06核銷) 28,000 27,82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01核銷) 129,000 12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會議室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20核銷) 90,000 82,83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鼎金企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分隊防煙面罩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2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台灣得爾格安全防護設

備股份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消防衣專業洗衣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1.0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上將電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1.09核銷) 32,000 3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峰泉淨水行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1.09核銷) 74,000 40,03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設備工程等3

件【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

設備工程，何禮臺、游淑貞、葉鯤璟NO.45，3人1案

花蓮縣(107.01.09核銷) 100,000 98,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太昌派出所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還沒核銷) 95,000 94,23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磊油漆工程行

黃振富 玉里鎮立圖書館圖書紫外線除菌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05.3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神通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長良納骨堂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22核銷) 98,000 97,84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玉里鎮產業形象識別（熊公仔）意象設施工程等2件

工程【核定名：玉里鎮產業形象識別（熊公仔）意

象設施工程，黃振富NO.49、游美雲NO.81，2人1案

玉里鎮(107.01.09核銷) 300,000 293,4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前瑞有限公司



黃振富 光華國小碎木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3.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黃振富 光華國小動力修剪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4.12核銷) 32,000 3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黃振富 北昌國小遊樂場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5.10核銷) 98,800 97,661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黃振富 吉安鄉自強路、慈惠四街口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5.10核銷) 100,000 98,28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漢輝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北昌國小平板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6.12核銷) 168,000 147,6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吉安鄉北昌一街97巷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7.17核銷) 150,000 140,65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協立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

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

張正治、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

吉安鄉(106.10.19核銷) 250,000 224,242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吉太街（永安段1112、1112－2地號）排水溝設施改

善工程
吉安鄉(106.11.15核銷) 310,000 212,24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全能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明義國小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10核銷) 310,000 3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公開取得 還求企業社

黃振富 鑄強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31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楷華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6.10.31核銷) 99,000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市民勤民德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6.11.15核銷) 55,000 52,00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明樺金屬工程行

黃振富 鑄強國小空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12.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蓁筳園企業公司

黃振富 鑄強國小校園網路設備更新工程 花蓮市(106.12.26核銷) 96,500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國福國小空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04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107.01.10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偵查隊待勤室冷氣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6.12.20核銷) 98,000 81,3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行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偵查隊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2.21核銷) 98,000 97,3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辰曜營造有限公司

黃振富 富里鄉公所清潔隊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06.21核銷) 98,000 97,81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吳江國小全數位電話總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08.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吳江國小 逕洽廠商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黃振富 新城國小空調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08.18核銷) 275,000 2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舞鶴高幹37-21、37-23電桿上路燈增設工程 瑞穗鄉(106.09.08核銷) 30,000 27,969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泰水電行

黃振富
豐山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豐山村活

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張正治NO.32、黃振富NO.34

，2人1案合併，結算金額共455000元)

壽豐鄉(106.08.09核銷) 360,000 3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長餘國際有限公司

鑫立企業社

黃振富 豐山村村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12.18核銷) 53,000 52,71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凱華資訊有限公司

銘傑事務儀器企業社

黃振富 豐裡國小冷氣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12.27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鑫立企業社

黃振富 鳳林鎮公所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2.13核銷) 1,000,000 1,0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鎮平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佳民國小公佈欄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11.2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葉鯤璟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貨車及周邊裝備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6.30核銷) 410,000 406,80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福昇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葉鯤璟 中華國小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7.12核銷) 760,000 749,6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整地工程(NO3) 花蓮市(106.08.28)核銷 150,000 101,4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地政事務所衛星接收儀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

地政事務所衛星接收儀設備工程)施金樹NO56,葉鯤

璟NO58 ,2人2案合併,結算金額:650000元

花蓮市(106.12.01核銷) 350,000 3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公開取得
兆蜂企業商行

葉鯤璟 明禮國小行政會議室桌椅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0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逕洽廠商
三瑪土木包工業

東懋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中正國小國樂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10核銷) 350,000 34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兆蜂企業商行

葉鯤璟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107.01.10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中正國小窗簾及公文櫃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1.10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集成室內裝潢行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玉里服

務站)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40,000 38,1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小胖裝潢廚具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富源分隊警鈴廣播及電話通訊系統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55,000 5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正欣電器行

松風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東里分隊廳舍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60,000 57,14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外圍排水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98,000 93,34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21,000 20,15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信元鋁門窗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消防分隊飲水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28,000 2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分隊後側排水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60,000 56,9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05.10核銷) 60,000 57,14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分隊電子防潮櫃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7.17核銷) 43,000 42,9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鑫鑫攝影照相器材行

百宏農機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舞鶴派出所電話交換機系統

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8.10核銷) 80,000 71,79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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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熱水器等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6.08.31核銷) 50,000 49,3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山淨水企業社

佑倡電氣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電視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02核銷) 95,0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分隊電話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17核銷) 46,500 46,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集翔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17核銷) 273,000 269,91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境保護

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無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豐濱分隊消防衣帽鞋鐵櫃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4核銷) 98,6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新聯發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分隊車道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0.31核銷) 39,913 39,7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碎紙機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6.10.31核銷) 80,000 77,12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空拍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31核銷) 98,000 97,0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奇雲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光復分隊冷水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31核銷) 44,100 44,1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杰成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萬榮分隊洗衣機等設備工程及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6.11.15核銷) 159,300 159,0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奕均工業有限公司/葉氏

企業/荷眾商號/上江實

業有限公司/正益鋁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1.22核銷) 95,000 94,97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南平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22核銷) 259,290 259,2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開口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分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01核銷) 96,000 88,8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會議麥克風系統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01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字幕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1.04核銷) 9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設備工程等3

件【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和平監測站AVI辨識系統

設備工程，何禮臺、游淑貞、葉鯤璟NO.45，3人1案

花蓮縣(107.01.09核銷) 238,703 232,2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葉鯤璟 富里國小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09.0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自強電器行

葉鯤璟 富里國小辦公室及幼兒園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09.20核銷) 96,000 95,75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集成室內裝潢行

葉鯤璟 壽豐老人會館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4.12核銷) 50,000 4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峰亮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溪口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6.12核銷) 85,214 83,992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社

葉鯤璟 平和國中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08.31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尚金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

葉鯤璟 池南村村辦公處數位接收主機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09.12核銷) 98,600 98,3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大榮國小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4.12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升鴻資訊

葉鯤璟 南平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5.10核銷) 98,000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光電器行

葉鯤璟 長橋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6.1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橋國小 逕洽廠商
完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葉鯤璟 南平里平生路下水道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07.20核銷) 98,000 85,04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勝雄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森榮里里辦公處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8.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嘉威資訊企業社

葉鯤璟 鳳仁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9.0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葉鯤璟 長橋國小校門口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09.13核銷) 82,000 82,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橋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鳳林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1.1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小 逕洽廠商
養豐農機有限公司

葉鯤璟 鳳林鎮山興圳四支線護岸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1.22核銷) 610,000 6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盛雄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長橋國小校門口美化工程 鳳林鎮(106.12.21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橋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鳳義坑護欄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1.08核銷) 400,000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廣勝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豐濱鄉戶政事務所排椅沙發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08.31核銷) 85,000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鄭乾龍 長良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2.01核銷) 98,500 98,222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南華國小辦公室前走廊地坪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01.02核銷) 98,573 98,573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北昌國小穿堂字幕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5.10核銷) 98,700 98,7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晶采節能光電科技

鄭乾龍 光華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5.10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鄭乾龍 慶豐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5.31核銷) 97,990 95,89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造韻樂器有限公司

鄭乾龍 稻香國小視聽教室及穿堂字幕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5.31核銷) 124,960 124,96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創奕科技實業

鄭乾龍 東昌活動中心視聽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7.17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佳衡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鄭乾龍 宜昌國小階梯教室投影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7.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鄭乾龍 勝安村活動中心冰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08.18核銷) 26,500 26,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益冷凍行

鄭乾龍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

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

張正治、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

吉安鄉(106.10.19核銷) 500,000 448,484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慶豐村村內公園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耀有限公司

鄭乾龍 太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6.12.28核銷) 97,535 97,535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合垣防水工程行

鄭乾龍 吉安鄉老人會館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還沒核銷) 94,746 94,74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憶學實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水源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 秀林鄉(106.08.01核銷) 99,500 97,363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楷華資訊有

限公司、雷普企業

鄭乾龍 鑄強國小低年級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5.31核銷) 98,027 98,027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楷華資訊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市公所電動機車設備工程 花蓮市(106.06.21核銷) 99,000 94,7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光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乾龍 明禮國小校園彩繪及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01.0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國呈工程行

鄭乾龍
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等9件【核定名：佐倉運動

公園綠美化工程，張峻、鄭乾龍、徐雪玉、邱永

双、游淑貞、張政治、葉鯤璟、黃振富、林秋美，9

花蓮市(107.01.10核銷) 100,000 71,6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超標
振豐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縣消防局吉安分隊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5.31核銷) 98,729 97,46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器工程行

利家工程行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9.15核銷) 99,000 97,81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09.25核銷) 323,578 323,578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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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洗衣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0.24核銷) 98,000 91,42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國治里、仁里村、國光里、樂合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仁

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慧萍NO41,鄭乾龍NO41,

花蓮縣(106.11.20核銷) 148,079 148,079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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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21核銷) 98,900 98,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暐元資訊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民主里、民有里、國風里）監視

系統設備工程」暨「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

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慶

花蓮縣(106.12.22核銷) 463,800 463,80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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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里、民有里、國風里）監視

系統設備工程」暨「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

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慶

花蓮縣(106.12.22核銷) 463,800 463,80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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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水源派出所木製沙發組等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7.01.09核銷) 98,500 79,3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逕洽廠商
宏菖企業社

百裕電業有限

鄭乾龍 新城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新城鄉(106.11.22核銷) 94,500 91,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鄭乾龍 林榮里里辦公處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2.28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有愛企業社

王燕美 中城國小校園環境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5.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電話通信系統等設

備工程
玉里鎮(106.6.14核銷) 91,400 91,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集祥工程行、玉碁企業

社、燦坤3C

王燕美 太平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5.25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太平國民

小學
逕洽廠商 奈亞企業社

王燕美
富里國小圖書教室投影機等設備及設施工程(併張

智冠2人2案，結算金額43萬250元)
富里鄉(106.5.25核銷) 241,450 235,32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公開招標

霖居室內裝修設計行、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集

成室內裝潢行

王燕美 花蓮市殯葬管理所遮雨棚設施工程 花蓮市(106.9.19核銷) 90,000 89,03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檜柚工程行

王燕美 玉里國中活動中心舞台牆面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1.6核銷) 350,000 341,98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公開取得
漢輝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中城國小三樓女用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8核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玉暉企業

王燕美 中城國小高年級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1.15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共同供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玉里服

務站

王燕美
花蓮縣警察局(國治里、仁里村、國光里、樂合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稱:花蓮縣警察局(樂合

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施慧萍NO41,鄭乾龍NO41,李秋旺

花蓮縣(106.11.20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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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美 東里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1.2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兆學企業社

王燕美 瑞北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12.12核銷) 300,000 292,00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晉鶴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觀音里高寮檔土牆及路面工程 玉里鎮(106.12.19核銷) 850,000 810,68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順達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富源村廣東路聯外道路改善工程等三案(花蓮縣瑞穗

鄉瑞祥、富興、富源等三村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名：富興村農路改善工程，陳英妹NO.24NO.19、王燕美

瑞穗鄉(106.12.19核銷) 90,000 89,29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朝旺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宜昌國中運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宜昌國中運

動場設施改善工程，施慧萍、鄭乾龍、邱永双、張正治、

黃振富王燕美NO.5，6人1案，結算金額共3,139,387元)

吉安鄉(106.10.19核銷) 1,000,000 896,968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東竹國小校內孝親亭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4核銷) 250,600 250,6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竹國小 公開取得
金壹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東里國中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9核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張峻 鳳義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06.30核銷) 98,000 97,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張峻 鳳仁里平園路東聯絡道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4.14核銷) 98,000 88,80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公

所
逕洽廠商 盛雄土木包工業

張峻 山興里里辦公處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6.19核銷) 63,000 6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張峻 長橋里里內道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7.4核銷) 300,000 264,2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公

所
公開招標

三碩土木包工業

張峻 鳳信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9.19核銷) 88,000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張峻 大興社區舊活動中心複合式印表機等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2.1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約

昇宏資訊

張智冠 三民里路燈地下管線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3.31核銷) 42,000 4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玉里鎮聯合里辦公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玉里鎮東

部台灣黑熊教育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5核銷) 99,000 98,3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張智冠 大禹里里內道路排水溝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5.25核銷) 36,000 3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叡蓁企業社

張智冠 源城里路燈管線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6.19核銷) 33,000 3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廳舍設施改善及電腦設備工

程
玉里鎮(106.6.2核銷) 98,000 97,74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信元鋁門窗、夢想家形

象廣告、淞銘資訊

張智冠 德武國小落地箱型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6.7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德

武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亦勝企業社

張智冠 卓溪鄉公所音響等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7.14核銷) 95,000 7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逕洽廠商 前極視聽音響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防治科辦公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6.14核銷) 98,000 97,9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張智冠
富里國小圖書教室投影機等設備及設施工程(併王

燕美2人2案，結算金額43萬250元)
富里鄉(106.5.25核銷) 200,000 194,926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公開招標

霖居室內裝修設計行、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集

成室內裝潢行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東里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6.7核銷) 98,000 94,4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聯今鋼鐵有限公司

張智冠 東竹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7.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東

竹國小
逕洽廠商

正興工具商行

張智冠 富里鄉富里老人會館飲水機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7.14核銷) 98,000 96,5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供約；逕洽廠商

富麗電器行/信豪健康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玉山淨

水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6.7核銷) 98,000 97,24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盛昌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9.6核銷) 51,000 50,41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佳新電器冷凍行

玉長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觀音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9.6核銷) 65,000 6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正佳電器行

張智冠 瑞穗鄉各村路燈裝設工程 瑞穗鄉(106.9.6核銷) 200,000 195,973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東里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9.8核銷) 85,000 84,1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曆陽工程行

張智冠 鶴岡村基礎建設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9.6核銷) 90,000 89,734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晉鶴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9.19核銷) 98,000 94,52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9.22核銷) 98,000 92,2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樟木組椅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9.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人人傢俱行、松荷企業

社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9.29核銷) 99,000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勝利工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排水溝等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1.15核銷) 98,000 97,83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21核銷) 98,000 97,54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16核銷) 98,000 97,49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張智冠 羅山社區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1.22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張智冠 富里國小游泳池除鏽及粉刷工程 富里鄉(106.12.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頂匠工程行

張智冠 富興村村辦公處投影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12.12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約
昇宏資訊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消防衣帽鞋櫃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一元鋁門窗



張智冠 源城里里內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3核銷) 98,000 95,823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張智冠 永豐村南北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2.27核銷) 95,000 90,26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易典營造有限公司

張智冠 明里村護欄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2.27核銷) 98,000 92,57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易典營造有限公司

張智冠 富南村5鄰道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3核銷) 95,000 89,88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易典營造有限公司

張智冠 二贊坪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逕洽廠

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煒太股份有限公司

/永成傢俱

張智冠 豐南村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3核銷) 98,000 92,59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鋐溙水電裝潢工程行

張智冠 高寮國小會議桌椅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高寮國小 逕洽廠商
精湛有限公司

張智冠 豐南村二鄰農路駁坎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4核銷) 98,000 91,137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錦山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源城里護坡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張智冠 中正堂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7,99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杉霖企業社

張智冠 三民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張智冠 玉里鎮中正堂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德工程行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分隊車庫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10核銷) 98,000 96,83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卓溪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7.14核銷) 98,000 97,87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長明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網路設施及電話通訊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7.5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陳長明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辦公OA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7.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瑞品家具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8.10核銷) 98,000 97,6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長明 西林村村辦公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8.29核銷) 95,800 86,8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司

陳長明 見晴國小民族資源教室教學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9.19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陳長明 萬榮國小全彩字幕機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9.26.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陳長明 紅葉國小多功能教室隔熱防水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9.26核銷) 98,000 97,747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長明 紅葉國小圖書書櫃等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9.26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長明 竹田老人會館冷氣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0.3核銷) 98,360 98,12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富麗電器行/龍豪

音響企業社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西林村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0.1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青森建設有限公司

陳長明
山興里山文路道路改善工程等三件【核定名：山興里

山文路護欄工程】，陳英妹NO.24、陳長明NO.32、莊枝財

NO.34，6人1案，結算金額共646429元)

鳳林鎮(106.10.18核銷) 250,000 248,627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廣勝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1.15核銷) 98,000 97,56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靶場美化粉刷工程 花蓮縣(106.11.22核銷) 98,000 97,73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2.5核銷) 98,000 97,20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長明
鳳林鎮公所內部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鳳林鎮公所

設施改善工程，游美雲NO.43、陳長明NO.51，2人2案，結

算金額共8,00,000元)

鳳林鎮(106.11.21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三碩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明利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12.19核銷) 399,209 399,209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明利國小 共同供約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見晴村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2.19核銷) 86,000 8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億隆建設有限公司

陳長明 見晴國小遊樂攀爬器材設備工程 萬榮鄉(106.12.27核銷) 950,000 932,151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見晴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10核銷) 98,000 97,80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萬榮國中校園大門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萬

榮國中校園大門設施改善工程、萬榮國中校園東側門廊改

善工程  (陳長明NO.63，1人2案，結算金額共374,616元)】

花蓮縣(107.1.8核銷) 375,001 374,616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中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德武里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設備 玉里鎮(106.4.14核銷) 98,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陳建忠 樂合里里辦公處監視系統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陳建忠 玉里鎮公所清潔隊車輛行車紀錄器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5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健全工業社

陳建忠 春日國小自走式割草機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核銷) 93,000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春

日國小
逕洽廠商 隆達企業社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6.14核銷) 98,000 97,3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陳建忠 源城里21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6.1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春日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6.19核銷) 98,000 97,47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交通器材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6.26核銷) 98,000 94,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華特力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源城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6.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創意實業科技有限公司

陳建忠 玉里鎮公所辦公大樓網路線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7.10核銷) 99,800 99,6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陳建忠 萬寧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4.14核銷) 98,000 91,2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陳建忠 豐南村村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5.25核銷) 98,000 97,5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忠 萬寧村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5.9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逕洽廠商 碇玉企業社

陳建忠 瑞穗鄉內反光鏡等設施工程 瑞穗鄉(106.6.14核銷) 98,000 78,20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逕洽廠商 鶴岡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瑞北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6.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靶場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7.19核銷) 98,000 95,24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春日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樂合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觀音里25鄰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26核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高寮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8.2核銷) 600,000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高寮國小 公開取得
上永企業社

陳建忠 卓溪鄉公所防災貨櫃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8.3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戶櫥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陳建忠 松浦里20鄰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9.4核銷) 93,000 92,94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馬太鞍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學田國小綜合教室漏水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9.13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玉里鎮璞石閣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9.29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陳建忠 玉里鎮安通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9.29核銷) 1,000,000 923,233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東富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樂合里新民部落擋土牆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15核銷) 98,000 97,97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樂合國小籃球、棒球等體育器材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1.29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樂合國小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長良國小體育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1.29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瑞穗國中田徑運動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2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春日國小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2.12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春日國小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吉拉格賽部落聚會所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2.22核銷) 70,000 69,20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建忠 富里鄉公所冰箱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2.12核銷) 90,000 89,97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約/逕洽廠

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千威企業社

陳建忠 德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2.19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瑞穗國中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2.26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陳建忠 永豐國小遊戲及攀爬器材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4核銷) 980,000 9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永豐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陳建忠 樂合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8核銷) 150,000 146,75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順達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東豐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7,99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德武里里辦公處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0核銷) 98,000 88,17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陳建忠
中興納骨塔及環保暨殯葬管理所資源回收儲存場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0核銷) 95,000 92,672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陳英妹 東里國小櫥窗佈告欄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5.2核銷) 197,000 184,3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東

里國民小學
公開招標 睿霖企業社

陳英妹 新興村社區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6.7核銷) 98,000 97,47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逕洽廠商、共同供

應契約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陳英妹 瑞穗國小風雨球場音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5.25核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國

民小學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陳英妹 瑞穗國中校門口地板破損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5.25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瑞穗國

民中學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6.26核銷) 98,000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
逕洽廠商

十方客商行(飲水機)、昇

宏資訊(電腦主機)

陳英妹 瑞穗鄉衛生所耳鼻喉科專用治療台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6.26核銷) 164,000 15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公開取得 鴻昌興業有限公司



陳英妹 瑞穗鄉衛生所根尖X光片讀卡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6.26核銷) 280,000 2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公開取得
荷茂生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陳英妹 瑞穗鄉戶政事務所電話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6.7核銷) 60,000 5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戶

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志銘電信工程行

陳英妹 富民村村辦公處傳真機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7.10核銷) 98,000 97,3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社

陳英妹 瑞穗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7.10核銷) 97,5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鄉國

民小學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陳英妹 鳳林鎮公所資訊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6.7核銷) 200,000 196,2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嘉威資訊企業社、大同

綜合訊電、永裕挖斗企

業

陳英妹 嘉里國小花房暨花圃景觀整修工程 新城鄉(106.7.24核銷) 98,400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昱泰企業社

黑熊園藝

泰源五金行

陳英妹 舞鶴村村辦公處傳真機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8.2核銷) 98,000 76,48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台灣賀田企業

陳英妹 卓溪鄉公所攝影錄影器材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8.1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供

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陳英妹 玉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9.13核銷) 197,856 197,856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陳英妹 鶴岡村6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9.22核銷) 300,000 286,72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晉鶴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忠孝國小專科教室櫥櫃暨教學設備工程(NO37)【核定

名：忠孝國小專科教室櫥櫃暨教學設備工程】(施慧萍

NO.37、陳英妹NO.42，2人1案合併，結算金額共1,341,897

花蓮市(106.09.28核銷) 500,000 447,299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招標/共同供

約
昱輝土木包工業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陳英妹
鶴岡村村辦公處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

名：鶴岡村村辦公處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瑞北村村辦

公處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瑞美村村辦公處傳真機等設

瑞穗鄉(106.10.18核銷) 294,000 240,98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共同供

約

帝旺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正合儀器行

陳英妹
山興里山文路道路改善工程等三件【核定名：山興里

山文路道路改善工程】，陳英妹NO.24、陳長明NO.32、莊

枝財NO.34，6人1案，結算金額共646429元)

鳳林鎮(106.10.18核銷) 200,000 198,90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廣勝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富源國小屋頂漏水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10.3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全格塗料有限公司

陳英妹 卓溪鄉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10.31核銷) 98,000 97,50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陳英妹 舞鶴國小教學大樓走廊天花板粉刷工程 瑞穗鄉(106.10.31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舞鶴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陳英妹 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11.15核銷) 95,000 94,811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申利工程行

陳英妹 東豐里玉鄉園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15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玉里地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16核銷) 130,000 1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陳英妹 東豐里里內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2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東豐里竹林路面及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1.2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玉里鎮樂合(里)公墓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陳英妹
富源村廣東路聯外道路改善工程等三案(花蓮縣瑞穗

鄉瑞祥、富興、富源等三村設施改善工程)【核定

名：富源村廣東路聯外道路改善工程及瑞祥村基礎建設改

瑞穗鄉(106.12.19核銷) 580,000 575,459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朝旺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麥克風播放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12.19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鏹聲企業

陳英妹 富興村路燈改善工程 瑞穗鄉(107.1.4核銷) 80,000 79,231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泰水電行

陳英妹 學田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2.27核銷) 97,800 97,8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台灣賀田企業

陳英妹 長良里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東里國中木雕桌教學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9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傢俱行

楊德金
山興里農路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山興里護欄設施

工程】併萬榮財、楊德金 NO.49、NO.62  2人2案，結算金

額共400,000元)

鳳林鎮(106.9.6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盛雄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港口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1.28核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楊德金 豐濱鄉老人會館冷氣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1.28核銷) 90,000 63,68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楊德金 鳳林鎮道路排水改善工程 鳳林鎮(106.12.08核銷) 1,000,000 973,5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宏誠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大馬村香草場社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2.27核銷) 90,000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茂辰科技

楊德金 豐富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萬榮財 太巴塱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5.4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光復鄉太

巴塱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茂辰科技公司

萬榮財 光復國小班級置物櫃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6.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光復鄉光

復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西富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7.14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光復鄉西

富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萬榮財 池南村活動中心屋頂漏水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7.14核銷) 90,000 89,66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壽豐鄉公

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豐裡村村內警示牌等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6.7.10核銷) 95,000 94,77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壽豐鄉公

所
逕洽廠商

建安道路器材有限公司

萬榮財 光榮村活動中心投影機電動布幕及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7.31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台灣賀田企業



萬榮財 富里國小校園主題彩繪工程 富里鄉(106.8.16核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萬榮財 平和村聚會所入口意象設施工程 壽豐鄉(106.8.23核銷) 90,000 89,76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竟宏企業社

萬榮財
山興里農路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山興里農路改善

工程】併萬榮財、楊德金 NO.49、NO.62  2人2案，結算金

額共400,000元)

鳳林鎮(106.9.6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盛雄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明利村與萬榮村道路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6.9.11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馬遠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6.9.19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萬榮財 富南村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9.19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萬榮財
豐南村社區跳舞廣場照明系統及社區廣播系統設備

工程
富里鄉(106..11.1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萬榮財 豐濱國小圖書室鋁門窗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6.12.1核銷) 98,004 98,004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萬榮財 豐濱村社區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6.12.1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精研企業有限公司

萬榮財 林榮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鳳林鎮(106.12.22核銷) 696,200 686,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林榮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萬榮財 東富村加里洞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光復鄉(106.12.26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共同供約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創奕科技實業

萬榮財 大全社區活動中心影音等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4核銷) 80,000 73,5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聯興電器行

萬榮財 靜浦國小電力線路設備及水塔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1.4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靜浦國小 逕洽廠商
貫通企業社

萬榮財 太巴塱國小周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7.1.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申利工程行

萬榮財 花蓮縣消防局光復分隊空拍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0核銷) 200,000 196,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逕洽廠

商

葉氏企業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詒丞有限公司

奇雲企業社

萬榮財 大港口活動中心跳舞廣場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1.10核銷) 90,000 87,756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貫通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國小永昌分校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3.28核銷) 91,000 89,2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玉

里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潘富民 玉里國小車棚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3.28核銷) 95,000 94,7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玉

里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潘富民 樂合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5.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松浦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5.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德武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6.26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德

武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益盛工程行

潘富民 東竹國小碎木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7.1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東

竹國小
逕洽廠商

正興工具商行

潘富民 玉里鎮立圖書館3樓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7.14核銷) 98,600 98,56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玉里鎮公

所
逕洽廠商

弘翰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7.24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國小電子鐘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7.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鎮立網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7.3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潘富民 玉里鎮立圖書館事務收納櫃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8.2核銷) 84,000 8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傢俱行

潘富民 德武多功能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8.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正合儀器行

潘富民 富里鄉立圖書館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8.4核銷) 98,000 97,81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大禹里里辦公處樹木修剪機及吹葉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8.4核銷) 25,000 23,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家益農機行

潘富民 瑞穗國中校內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8.10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潘富民 東里國中活動中心旁走道扶手設施工程 花蓮縣(106.8.1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富里國小教室走廊牆面天花板粉刷工程 富里鄉(106.8.23核銷) 96,000 95,977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頂匠工程行

潘富民 高寮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8.23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高寮國小 逕洽廠商

松雅園藝

潘富民 卓溪鄉鄉立幼兒園木製收納櫃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9.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協力藤飾

潘富民 長良國小烘焙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9.13核銷) 150,000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公開取

得
邱昭呈建築師事務所

綠邑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富里鄉立圖書館冷氣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9.13核銷) 98,000 97,333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潘富民 玉里國小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9.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潘富民 玉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9.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玉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松浦派出所內部設施工程 花蓮縣(106.9.19核銷) 95,000 94,2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9.19核銷) 98,000 97,5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潘富民 卓溪鄉立幼兒園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9.29核銷) 97,800 78,22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杉霖企業社

潘富民 鳳林分局瑞穗分駐所冷氣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6.10.3核銷) 98,000 97,41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嘉年華電器行

潘富民 大禹里19鄰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0.1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大禹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0.1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長良國小烘焙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0.23核銷) 150,000 -2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公開取

得
邱昭呈建築師事務所

綠邑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卓溪鄉公所GIS查報定位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10.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儀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潘富民 松浦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0.25核銷) 98,000 93,6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長良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0.31核銷) 98,000 97,379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10.31核銷) 98,000 97,153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瑞穗國小綠美化工程 瑞穗鄉(106.11.1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16核銷) 98,000 93,7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洗衣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6.11.21核銷) 98,000 95,1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潘富民 中城國小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6.1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潘富民 源城里客城鐵穚下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6.12.14核銷) 98,000 93,59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東里村活動中心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12.12核銷) 98,000 97,97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約/逕洽廠

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潘富民 太平村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12.12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台灣賀田企業

潘富民 中城里城中7街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2.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學田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6.12.19核銷) 98,000 97,53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文化水電行



潘富民 瑞穗鄉公所檔案櫃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6.12.19核銷) 98,000 97,23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錄港辦公家具整合設計

潘富民 安通5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6.12.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大禹里15鄰護岸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潘富民 大禹里15鄰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潘富民 樂合里安通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潘富民 德武里第7鄰野溪整治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益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大禹里15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潘富民 玉里鎮鎮內路口反射鏡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1.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潘富民 觀音里里辦公處屋頂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潘富民
東里國小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東里國

小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潘富民追59 蘇忠亮追14，2人2案

，結算金額共196,000元)】

富里鄉(107.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花蓮縣消防局救災救護第三大隊三民分隊設施改善

工程
玉里鎮(106.5.25核銷) 90,000 88,82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蘇忠亮 卓溪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4.14核銷) 95,000 94,995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東茂資訊有限公司

蘇忠亮 古風村大肚農路野溪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5.25核銷) 90,000 89,9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卓溪鄉公

所
逕洽廠商 福運工程行

蘇忠亮 立山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106.5.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卓溪鄉立

山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冬德油漆行

蘇忠亮
花蓮縣消防局救災救護第三大隊卓溪分隊內部設施

工程
卓溪鄉(106.5.9核銷) 90,000 89,73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信元鋁門窗

蘇忠亮 卓清村PE桶及崙天部落農灌設施工程 卓溪鄉(106.6.26核銷) 70,000 69,7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卓溪鄉公

所
逕洽廠商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蘇忠亮 古風村崙天農路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7.10核銷) 98,000 80,8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卓溪鄉公

所
逕洽廠商 福運工程行

蘇忠亮 富里鄉公所LED字幕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106.6.7核銷) 90,000 8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公

所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蘇忠亮 太平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106.7.31核銷) 90,000 87,027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蘇忠亮
太平村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太

平村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立山村活動中心音響等設

備工程】併蘇忠亮 NO.27  1人2案，結算金額共95,000元)

卓溪鄉(106.8.31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合儀器行、家益農機

行

蘇忠亮 奇美部落農路改善工程 瑞穗鄉(106.9.19核銷) 40,000 39,61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鶴岡土木包工業有限公

司

蘇忠亮 立山村山里瓦歷斯農路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10.5核銷) 50,000 49,753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福運工程行

蘇忠亮 瑞穗鄉公所設施工程 瑞穗鄉(106.11.6核銷) 98,000 97,418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昇工程行

蘇忠亮 卓楓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核12.19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楓國小 逕洽廠商
宏昌冷凍行

蘇忠亮 吉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6.12.22核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吉安國小 共同供約
葉氏電器行

蘇忠亮 太平國小供水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6.12.26核銷) 95,000 94,089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正一水電行

蘇忠亮 中城國小數位顯示型電話機及線路設施工程 玉里鎮(106.12.2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蘇忠亮 卓樂國小窗簾設施工程 卓溪鄉(107.1.3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樂國小 逕洽廠商
合晟裝潢帆布行

蘇忠亮 卓溪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卓溪鄉(106.12.2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順豐行

蘇忠亮 卓清國小校園花圃步道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1.4核銷) 92,642 92,642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清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蘇忠亮 春日國小幼兒園鐵皮屋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8核銷) 49,725 49,72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春日國小 逕洽廠商
瑞穗工程行

蘇忠亮 立山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1.9核銷) 97,122 97,122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立山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蘇忠亮 卓樂國小遊樂器材設施工程 卓溪鄉(107.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樂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蘇忠亮 西林國小活動中心混音擴大機設備工程 萬榮鄉(107.1.9核銷) 93,000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西林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蘇忠亮
東里國小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東里國

小中年級教室遮雨棚架設施改善工程  (潘富民追59 蘇忠亮

追14，2人2案，結算金額共196,000元)】

富里鄉(107.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富里鄉公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10核銷) 98,000 97,1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總計 140,295,290 134,77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