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6年度《保留案》對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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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村)、(仁里村)、(太昌村)、(北昌

村)、(國威里)及(國風里)等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舞鶴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

追41、鄭乾龍-追75、施慧萍-追115)，3人6案，結算金額共

2311973元】

花蓮縣(107.07.02核銷) 920,898 92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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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 志學村社區環境綠美化工程(楊文值-追74) 壽豐鄉(107.3.6)核銷 98,000 94,57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豐山村綠美化工程(楊文值-追157) 壽豐鄉(107.03.07)核銷 98,000 97,28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勝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北濱外環道排水改善工程(楊文值-其1) 花蓮市(107.)核銷 290,000 280,7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諭潔企業社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水璉村)、(豐坪村)及(志學

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楊文值-144、徐雪玉-

150)【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

縣警察局(豐坪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志學村)監視

系統設備工程，2人4案總計2419314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1,590,000 1,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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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金樹

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國富里)及(仁和村)等3件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龍-追129、施金樹-追

127、李秋旺-追123)，3人3案，共計389627元】

花蓮縣(107.04.16核銷) 130,942 13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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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金樹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及花蓮縣

消防局自強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

縣消防局卓溪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施金樹-

NO.154何禮臺-追1,2人2 案合併,結算金額:319,500元

花蓮縣(107.7.18)核銷 160,000 159,7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

施金樹
花蓮市清潔隊水井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花蓮市

清潔隊水井設施工程(併笛布斯-追191、施金樹-追

64)，2人2案，共計383435元】

花蓮市(107.8.2)核銷 250,000 191,71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信和行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舞鶴村)、(仁里村)、(太昌村)、

(北昌村)、(國威里)及(國風里)等6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威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國風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追41、鄭

乾龍-追75、施慧萍-追115)，3人6案，結算金額共2311973元】

花蓮縣(107.07.02核銷) 736,466 73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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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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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榮

瑞穗鄉鄉內設施改善工程等六案(【核定名：富興

村、鶴岡村、舞鶴村農路改善工程】併潘富民NO.51、

56、追加14，張智冠NO.120、追加78，謝國榮-其3，3人

6案，結算金額共1,041,655元)

瑞穗鄉(107.8.28核銷) 300,000 296,87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晉鶴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民勤里新設路燈工程等4件【核定名：民勤里新設路

燈工程(併謝國榮-其4、游美雲-追119、余夏夫-追

47、謝國榮-其16)，3人4案，共計756396元】

花蓮市(107.08.08核銷) 98,000 92,89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謝國榮

民勤里新設路燈工程等4件【核定名：民德里民權路

與民權一街口路燈工程(併謝國榮-其4、游美雲-追

119、余夏夫-追47、謝國榮-其16)，3人4案，共計

756396元】

花蓮市(107.08.08核銷) 50,000 47,3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謝國榮

瑞穗鄉鄉內設施改善工程等六案(【核定名：富興

村、鶴岡村、舞鶴村農路改善工程】併潘富民

NO.51、56、追加14，張智冠NO.120、追加78，謝國

榮-其3，3人6案，結算金額共1,041,655元)

瑞穗鄉(107.8.28核銷) 300,000 296,87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晉鶴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林芥公園暨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安全地墊施採

購(李秋旺-16)<核定名稱:國興里林芥公園遊樂設施

改善工程>(林宗昆-66,追2,李秋旺-16,邱永双-8,張正

治-21,4人5案合併,總計907328元)

花蓮市(107.5.16)核銷 98,000 85,6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財物採購

契約)
勝欣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等5件(徐雪玉-29、

張正治-32、李秋旺-36、林宗昆-84、鄭乾龍-79)(設

備與獎補助併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

設施工程，總計793726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100,000 99,4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公所清隊灑水車設備工程等2件(李秋旺-29、

笛布斯-34)【核定名：花蓮市公所清潔隊灑水車設備

工程，2人2案，總計472500元整】

花蓮市(107.04.02核銷) 250,000 236,2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富偉興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國富里)及(仁和村)等3件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龍-追129、施金樹-追

127、李秋旺-追123)，3人3案，共計389627元】

花蓮縣(107.04.16核銷) 36,953 3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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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昆

林芥公園暨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安全地墊施採

購<核定名稱:國興里社區公園遊樂器材及安全地墊

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66)>(林宗昆-66,追2,李秋旺-16,

邱永双-8,張正治-21,4人5案合併,總計907328元)

花蓮市(107.5.16)核銷 250,000 218,5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財物採購

契約)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林芥公園暨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安全地墊施採

購<核定名稱: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設施工程(林

宗昆-追2)>(林宗昆-66,追2,李秋旺-16,邱永双-8,張正

治-21,4人5案合併,總計907328元)

花蓮市(107.5.16)核銷 98,000 85,6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財物採購

契約)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西林派出所二樓遮雨棚設施

改善工程等10件(併葉鯤璟、許淑銀、余夏夫、林宗

昆-40，4人10案，總計757593元)

花蓮縣(107.05.16核銷) 98,000 92,4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德堡土木包工業 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等5件(徐雪玉-29、

張正治-32、李秋旺-36、林宗昆-84、鄭乾龍-79)(設

備與獎補助併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

設施工程，總計793726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200,000 198,93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村順安村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工程(105-追

10)
新城鄉(107.12.20)核銷 2,000,000 1,917,21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劉燕湖建築師事務所

何禮臺 崇德漁場擋土牆新建工程(其-1) 秀林鄉(107.8.10)核銷 2,500,000 2,099,67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招標 鈺德營造有限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及花蓮縣

消防局自強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核定名稱:花蓮

縣消防局自強分隊空拍機等設備工程>施金樹-

NO.154何禮臺-追1,2人2 案合併,結算金

額:319,500元

花蓮縣(107.7.18)核銷 160,000 159,7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招標 歐喜樂國際實業社

許淑銀
秀林鄉民治路78-12號前之部落村道及崇德村內道路

設置路燈工程(其1)
秀林鄉(107.03.07)核銷 321,231 286,917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招標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秀林村村內道路改善工程(許淑銀-其9) 秀林鄉(107.3.23)核銷 700,000 655,78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立山村聯絡道路改善工程(許淑銀-其6) 卓溪鄉(107.02.06)核銷 98,000 97,91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立山村聯絡道路路面及環境改善工程(許淑銀-追67) 卓溪鄉(107.03.07)核銷 95,000 91,77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萬榮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許

淑銀-134)
花蓮縣(107.4.3)核銷 350,000 339,8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肖大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西林派出所二樓遮雨棚設施

改善工程等10件(併葉鯤璟、許淑銀、余夏夫、林宗

昆-40，4人10案，總計757593元)

花蓮縣(107.05.16核銷) 158,000 149,06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德堡土木包工業 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餐廳採光罩設施改善工程等8

案【併葉鯤璟-18，1人8件，總計593583元整】
花蓮縣(107.03.07核銷) 620,000 593,58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華誠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市公所殯葬管理所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

名：花蓮市公所斌葬管理所設施改善工程，併謝國

榮其1、葉鯤璟其2，2人2案，總計439304元整】

花蓮市(107.03.07核銷) 300,000 263,58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壽豐村)及(豐山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7.05.16核銷) 1,450,695 1,45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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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西林派出所二樓遮雨棚設施

改善工程等10件(併葉鯤璟、許淑銀、余夏夫、林宗

昆-40，4人10案，總計757593元)

花蓮縣(107.05.16核銷) 354,000 333,9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德堡土木包工業

肖大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投影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3.07核銷) 98,000 8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源派出所電熱水器設備及

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03.07核銷) 98,000 97,23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張正治 鳳林鎮中華市場排水設施及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3.07核銷) 400,011 340,69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信輝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等5件(徐雪玉-

29、張正治-32、李秋旺-36、林宗昆-84、鄭乾龍-

79)(設備與獎補助併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

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總計793726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300,000 298,3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張正治

林芥公園暨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安全地墊施採

購<核定名稱:國興里社區公園遊樂器材及安全地墊

設施改善工程>(林宗昆-66,追2,李秋旺-16,邱永双-8,張

正治-21,4人5案合併,總計907328元)

花蓮市(107.5.16)核銷 70,000 61,1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財物

採購契約)
勝欣企業社

張正治
台九線光復火車站前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件【併張

正治-其3，1人4件，總計1090622元整】
花蓮縣(107.03.07核銷) 1,090,622 1,0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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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3.07核銷) 99,000 97,02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鄭乾龍 仁里村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3.07核銷)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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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乾龍 吉安鄉公所AC工程 吉安鄉(107.03.07核銷) 91,000 83,42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協立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等5件(徐雪玉-

29、張正治-32、李秋旺-36、林宗昆-84、鄭乾龍-

79)(設備與獎補助併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

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總計793726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98,000 97,32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國富里)及(仁和村)等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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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鄭乾龍-追129、施金樹-追127、李秋旺-追123)，3人3案

，共計389627元】

花蓮縣(107.04.16核銷) 221,723 2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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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村)、(仁里村)、(太昌村)、(北昌

村)、(國威里)及(國風里)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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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

(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追41、鄭乾龍-追75、施慧

萍-追115)，3人6案，結算金額共2311973元】

花蓮縣(107.07.02核銷) 654,609 65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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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月眉村、豐坪村反光鏡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3.07核銷) 40,000 38,91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安道路器材有限公

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等5件(徐雪玉-

29、張正治-32、李秋旺-36、林宗昆-84、鄭乾龍-

79)(設備與獎補助併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

花蓮分局設施工程，總計793726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100,000 99,4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水璉村)、(豐坪村)及

(志學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楊文值-144、徐

雪玉-150)【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監視系統設備工

程、花蓮縣警察局(豐坪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志學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2人4案總計2419314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2,107,446 2,10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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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鹽寮村福德道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4.11核銷) 96,000 95,78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鐵興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鹽寮村福德7鄰農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4.11核銷) 98,000 97,58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春暉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富南村6鄰農路改善工程等6件工程(核定名：永豐村

11鄰路面改善工程】張智冠NO.141、162、追加15，

徐雪玉-追加5，陳建忠-追加24，王燕美-追加4，4人

6案，結算金額共987,597元)

富里鄉(107.5.30核銷) 98,000 97,56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縣消防局救難救援裝備器材（水上摩托車－含

拖曳尾車）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7.01核銷) 650,000 6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懋罄有限公司

徐雪玉

鳳林鎮公所火化場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鳳林鎮公所火化場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工

程(併游美雲-51、徐雪玉-51)，2人2案，共計

1608318元】

鳳林鎮(107.12.24核銷) 1,000,000 804,15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游美雲 壽豐鄉月眉村17鄰道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3.07核銷) 98,000 96,98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鳳林鎮鎮內道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4.11核銷) 300,000 29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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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鎮中華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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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勤里新設路燈工程等4件【核定名：花蓮市路燈改

善工程(併謝國榮-其4、游美雲-追119、余夏夫-追

47、謝國榮-其16)，3人4案，共計756396元】

花蓮市(107.08.08核銷) 150,000 142,1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火化場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鳳林鎮公所火化場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工

程(併游美雲-51、徐雪玉-51)，2人2案，共計

1608318元】

鳳林鎮(107.12.24核銷) 1,000,000 804,15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林秋美
復興國小校門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林秋美47、追

32，1人2案，總計914801元整】
花蓮市(107.03.07核銷) 950,000 914,801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公開取得 洽和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國福里入口意象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7.02核銷) 500,000 494,1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林秋美 東昌村東海10街156巷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9.18核銷) 1,370,000 1,260,26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皓瀚營造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等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笛布

斯-追12、游淑貞-其1)【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永

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2人6案總計1189715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406,723 40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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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公所清潔隊灑水車設備工程等2件(李秋旺-

29、笛布斯-34)【核定名：花蓮市公所清潔隊灑水車

設備工程，2人2案，總計472500元整】

花蓮市(107.04.02核銷) 250,000 236,2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富偉興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
花蓮市清潔隊水井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花蓮市

清潔隊水井設施工程(併笛布斯-追191、施金樹-追

64)，2人2案，共計383435元】

花蓮市(107.08.02核銷) 250,000 191,71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信和行

黃振富 花蓮市中山路二段71巷72弄農路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4.20核銷) 350,000 307,43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港口村村內道路改善及綠美化等2件工程【核定

名：港口村村內道路改善及綠美化工程(併許淑銀-

91、黃振富-追18)，2人2案，共計751368元】

豐濱鄉(107.08.08核銷) 533,742 481,008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宏誠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西林派出所二樓遮雨棚設施

改善工程等10件(併葉鯤璟、許淑銀、余夏夫、林宗

昆-40，4人10案，總計757593元)

花蓮縣(107.05.16核銷) 193,000 182,08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

德堡土木包工業

肖大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余夏夫
民勤里新設路燈工程等4件【核定名：花蓮市市區路

燈工程(併謝國榮-其4、游美雲-追119、余夏夫-追

47、謝國榮-其16)，3人4案，共計756396元】

花蓮市(107.08.08核銷) 500,000 473,93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邱永双

林芥公園暨民享里里內公園遊樂器材,安全地墊施採

購<核定名稱:國興里林芥公園兒童遊樂設施改善工

程>(林宗昆-66,追2,李秋旺-16,邱永双-8,張正治-21,4人

5案合併,總計907328元)

花蓮市(107.5.16)核銷 80,000 69,9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財物

採購契約)
勝欣企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等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笛布

斯-追12、游淑貞-其1)(與獎補助中01併案)【核定名：

花蓮縣警察局(吉昌3街與稻香6街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

警察局(南山2街與吉祥2街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知卡宣大道與華工6路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永興

村-永興4街與永吉3街丁字路口等3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

警察局(稻香村-稻香4街與吉昌3街口等3處)監視系統設備工程，2

人6案總計1189715元整】

花蓮縣(107.03.20核銷) 782,992 78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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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貞 花蓮市花崗游泳池改建兒童戲沙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12.24核銷) 5,000,000 4,456,34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奧林匹克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大港口活動中心跳舞廣場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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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榮財 磯崎村社區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3.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台灣賀田企業

萬榮財 光復鄉內道路改善等六件工程 光復鄉(107.3.21核銷) 373,000 349,846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新社村社區活動中心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3.2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萬榮財 靜浦村農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5.7核銷) 98,000 92,157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俊昆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馬遠村第9鄰路面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名：馬遠村第

9鄰路面改善工程、馬遠村地8鄰至第9鄰擋土牆改善工

程】追101，1人2案，結算金額共403,789元)

萬榮鄉(107.5.10核銷) 500,000 403,789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馬遠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水璉村南坑15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5.14核銷) 98,000 97,48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春暉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北富村東北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等五案
(【核定名：北富村東北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

程、大馬太鞍活動中心視聽設備工程】萬榮財NO34、133

，張峻NO43，2人5案，結算金額共462,841元)

光復鄉(107.5.23核銷) 196,000 187,971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共

同供約   逕洽

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東源辦公家具行

萬榮財
豐富社區農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豐富社區農路

改善工程、磯崎村社區農路改善工程】萬榮財NO45、

NO78，楊德金NO45   2人3案，結算金額共769,394元)

豐濱鄉(107.7.18核銷) 500,000 480,872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磯崎村農路擋土牆工程 豐濱鄉(107.7.18核銷) 500,000 483,932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港口村村內排水溝設施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靜

埔村靜安部落農路改善工程、港口村村內排水溝設施改善

工程】併楊德金NO.142、萬榮財 追加34、追加79，，2人3

案，結算金額共15,154元)

豐濱鄉(107.10.31核銷) 295,000 12,593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流標僅支付設計費

潘富民 樂合里1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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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富民 樂合里哈拉灣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台旭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豐南村粗溝農路改善等5件工程(【核定名：學田村14

鄰廣興路10號宅前附近護欄工程】併張智冠NO.43、45、

62、66，潘富民-其6，2人5案，結算金額共429,029元)

富里鄉(107.3.22核銷) 98,000 85,806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源城里12鄰道路柏油鋪設工程等2件(核定名：源城里

12鄰道路柏油鋪設工程、永昌里中華路路面改善工程】

潘富民-書4，1人2案，結算金額共583,561元)

玉里鎮(107.7.18核銷) 600,000 583,56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路豐營造有限公司

潘富民

瑞穗鄉鄉內設施改善工程等六案(【核定名：瑞穗鄉

鄉內設施改善工程、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瑞良村7

鄰巷道排水溝設施工程】併潘富民NO.51、56、追加14，

張智冠NO.120、追加78，謝國榮-其3，3人6案，結算金

額共1,041,655元)

瑞穗鄉(107.8.28核銷) 294,000 291,40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晉鶴土木包工業

張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鎮)、(光復鄉)、(富源村)、(大富

村)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3.7核銷) 2,046,684 2,04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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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峻

北富村東北活動中心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等五案
(【核定名：加里洞社區活動中心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

程、大華社區活動中心行動音響等設備工程、大進社區活

動中心液晶電視等設備工程】萬榮財NO34、133，張峻

NO43，2人5案，結算金額共462,841元)

光復鄉(107.5.23核銷) 285,000 274,87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共同

供約/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東源辦公家具行

張峻 馬錫山南側擋土牆及路面改善工程 光復鄉(107.7.18核銷) 1,770,000 1,574,354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太平村中興部落農灌PE桶設施工程 卓溪鄉(107.3.7核銷) 99,000 98,95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蘇忠亮 立山、崙山農路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3.7核銷) 95,000 94,213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福運工程行

蘇忠亮 古風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3.7核銷) 56,000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蘇忠亮 古風國小磚造水泥擋風牆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3.7核銷) 40,000 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馬太鞍企業社

蘇忠亮 崙山國小輔導室木製矮櫃等設備及設施工程 卓溪鄉(107.4.17核銷) 98,200 98,200 其他公共工程  崙山國小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吉安國小射箭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4.1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榮騰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蘇忠亮

卓溪村農路改善工程等13項工程(【核定名：卓溪村農

路改善工程、太平村中平農路改善工程、太平村農路改善

工程、太平村中平農路過水路面改善工程、太平村2鄰擋

土牆設施改善工程、立山村3鄰及5鄰安全欄杆設施改善工

程、立山村5鄰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立山村農路改善

工程、立山村山里農路改善工程、卓溪村中正部落三鄰排

水溝設施改善工程、卓清村卓樂農路改善工程、卓樂17鄰

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古風村白瑞排水設施改善工程】

NO21，1人13案，結算金額共2,823,464元)

卓溪鄉(107.5.25核銷) 3,044,000 2,823,464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昇順土木包

張智冠 瑞穗鄉公所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7.3.7核銷) 98,000 97,99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昇工程行

張智冠

豐南村粗溝農路改善等5件工程(【核定名：豐南村粗

溝農路改善工程、新興村4鄰農路改善工程、永豐村6鄰

擋土牆改善工程、竹田村8鄰農路板橋改善工程】併張智

冠NO.43、45、62、66，潘富民-其6，2人5案，結算金額

共429,029元)

富里鄉(107.3.22核銷) 392,000 343,223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永豐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富里鄉(107.4.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學田村防汛道路旁農路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名：

學田防汛道路旁農路改善工程、學田村14鄰農路改

善工程】併張智冠 追125，1人2案，結算金額共

145,655元)

富里鄉(107.4.12核銷) 158,000 145,65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富南村6鄰農路改善工程等6件工程(核定名：富南村6

鄰農路改善工程、富里村村內圍牆設施改善工程、石牌村

村內涼亭設施改善工程】張智冠NO.141、162、追加15，

徐雪玉-追加5，陳建忠-追加24，王燕美-追加4，4人6案，

結算金額共987,597元)

富里鄉(107.5.30核銷) 396,000 394,24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東里村5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6.13核銷) 300,000 275,10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昇順土木包

張智冠

瑞穗鄉鄉內設施改善工程等六案(【核定名：瑞穗鄉

內人行步道及活動舞台周邊設施改善工程、瑞穗鄉基礎

建設改善工程】併潘富民NO.51、56、追加14，張智冠

NO.120、追加78，謝國榮-其3，3人6案，結算金額共

1,041,655元)

瑞穗鄉(107.8.28核銷) 458,000 453,381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晉鶴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觀音里內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16) 300,000 281,036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義盛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富南村6鄰農路改善工程等6件工程(核定名：富南農田

擋土牆改善工程】張智冠NO.141、162、追加15，徐雪玉-

追加5，陳建忠-追加24，王燕美-追加4，4人6案，結算金

額共987,597元)

富里鄉(107.5.30核銷) 400,000 398,22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豐濱鄉八里灣部落音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3.7核銷) 98,000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金帝國音響企業社

楊德金

東富村產業道路改善等三件工程(【核定名：光復鄉東

富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東富村光豐公路3.8公里處右側產

業道路改善工程、東富村路面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NO.45、118、142，1人3案，結算金額共965,753元)

光復鄉(107.5.7核銷) 1,000,000 965,753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靜浦村產業道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磯崎村龜鞍

部落過水橋樑設施工程、靜浦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豐濱

村豐富部落附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楊德金-追加33、追

加83，1人3案，結算金額共742,763元)

豐濱鄉(107.6.7核銷) 800,000 742,763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豐富社區農路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豐濱鄉磯崎村

產業道路改善工程】萬榮財NO45、NO78，楊德金NO45   2

人3案，結算金額共769,394元)

豐濱鄉(107.7.18核銷) 300,000 288,522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豐濱鄉農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7.20核銷) 200,000 190,268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豐濱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8.8核銷) 800,000 696,665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大鵬土木包工業

楊德金 港口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9.28核銷) 450,000 19,765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流標僅支付設計費

楊德金
港口村村內排水溝設施改善等3件工程(【核定名：新

社村產業道路工程】併楊德金NO.142、萬榮財 追加34、追

加79，，2人3案，結算金額共15,154元)

豐濱鄉(107.10.31核銷) 60,000 2,561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流標僅支付設計費

陳長明 紅葉馬麗雲農路改善工程 萬榮鄉(107.3.20核銷) 400,000 393,235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馬遠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萬榮村萬寶段水泥路面暨路面崩坍改善工程等5項
(核定名：萬榮村萬寶段水泥路面暨路面崩坍改善工程、

見晴村第五鄰上方水泥路面暨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明利

村農路鋪設水泥路面工程、紅葉村西寶農路水泥路面工

程、明利村暨馬 胺農路改善工程】陳長明-追加26，1人5

案，結算金額共1,396,380元)

萬榮鄉(107.6.29核銷) 1,400,000 1,396,38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舞鶴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3.29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舞鶴國小 逕洽廠商
竹下農機股份有限公

司

陳建忠 太平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4.17核銷) 500,000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公開取得 上永企業社

陳建忠

富南村6鄰農路改善工程等6件工程(核定名：富里鄉吉

拉米代部落農路改善工程】張智冠NO.141、162、追加15

，徐雪玉-追加5，陳建忠-追加24，王燕美-追加4，4人6案

，結算金額共987,597元)

富里鄉(107.5.30核銷) 98,000 97,565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鄉各村反射鏡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7.4.3核銷) 330,444 243,57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永豐國小四維分校供電系統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4.11核銷) 98,000 97,956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鋐溙水電裝潢工程行

陳英妹 永豐國小弘德館典禮台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4.11核銷) 98,500 98,488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協力藤飾

陳英妹 永豐國小音響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4.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傳奇企業社

總計 56,157,983 52,052,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