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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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禮臺 佳林村道路設施改善工程(NO11) 新城鄉(107.3.28)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佳林村活動中心粉刷工程(NO18) 新城鄉(107.3.30)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信華工程行

何禮臺 大漢村村辦公處飲水機設備工程(NO22) 新城鄉(107.3.28)核銷 22,500 22,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水塔設施工程(NO22) 新城鄉(107.4.27)核銷 25,000 24,31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秀林國中電腦教室冷氣設備工程(NO30) 秀林鄉(107.5.2)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何禮臺 中原國小活動中心舞台燈光設備工程(NO40) 花蓮市(107.5.10)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威盛企業社

何禮臺 宜昌國小班級書包櫃設備工程(NO30) 吉安鄉(107.5.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進豐企業

何禮臺 嘉里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34) 新城鄉(107.5.3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龍騰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何禮臺 順安村體健設施工程(NO11) 新城鄉(107.6.6)核銷 580,000 506,71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何禮臺 明禮國小綠美化工程(NO19) 花蓮市(107.6.11)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松雅園藝

何禮臺 中正國小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NO34) 花蓮市(107.7.3)核銷 100,000 99,95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圖書館冷氣設備工程(NO47) 新城鄉(107.7.13)核銷 41,000 37,21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何禮臺 新城村新興三街圍牆設施改善工程(NO57) 新城鄉(107.7.19)核銷 94,000 93,958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翰昇土木包工業有限公

司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NO47)花蓮縣(107.7.19核銷) 98,000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漢電器行

何禮臺 嘉里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51) 新城鄉(107.7.20)核銷 98,380 98,38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一二漆行

何禮臺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粉刷等設施工程(47) 花蓮縣(107.8.9核銷) 98,000 94,1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信華工程行

何禮臺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73) 新城鄉(107.8.14)核銷 98,000 96,97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何禮臺 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冰箱等設備工程(57) 新城鄉(107.8.21)核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明豐不銹鋼調理行

何禮臺 佳林村佳林社區公園遊具設施工程(61) 新城鄉(107.9.10)核銷 400,000 3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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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村原住民部落聚會所牆面粉刷工程(82) 新城鄉(107.9.27)核銷 97,000 96,413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何禮臺 鑄強國小教學大樓粉刷美化工程(53) 花蓮市(107.9.28核銷) 93,000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何禮臺 新城村新興一街排水設施改善工程(79) 新城鄉(107.10.17)核銷 95,000 92,91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何禮臺 嘉里國小圍牆彩繪工程(80) 新城鄉(107.10.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比價 華昇工程行

何禮臺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追10) 新城鄉(107.10.24)核銷 75,000 74,49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戶政事務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茶水間設施改善工程 (20) 新城鄉(107.10.26)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菁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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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禮臺 鑄強國小電動投籃機設備工程(74) 花蓮市(107.10.31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育樂社

何禮臺 新城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追2) 新城鄉(107.11.05)核銷 261,925 261,92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何禮臺 北埔國小校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追30) 新城鄉(107.11.15)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包你通有限公司

何禮臺 北埔國小體育館粉刷美化工程(追30) 新城鄉(107.11.20)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信華工程行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追23) 花蓮縣(107.11.23核銷) 92,310 91,83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東龍工程行

何禮臺 嘉里村活動中心投影機設備工程  (追13) 新城鄉(107.11.27)核銷 35,000 34,30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何禮臺 志學國小乘座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追46) 壽豐鄉(107.11.30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何禮臺 嘉里村嘉里三街道路護欄工程(75) 新城鄉(107.12.14核銷) 98,000 79,42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峻昌企業社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新秀分隊健身器材設備工程(78) 花蓮縣(107.12.13核銷) 49,000 48,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觀園企業社

何禮臺 佳林村活動中心鐵門設施改善工程(追39) 新城鄉(107.12.19)核銷 82,000 8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春成企業社

何禮臺 嘉里國小電話通訊設備工程(追45) 新城鄉(107.12.17)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比價 龍騰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救難救援裝備器材(水上摩托

車-含拖曳尾車及全地形功能車)設備工程(49)
花蓮縣(107.12.25核銷) 970,000 96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限制性招標 懋罄有限公司

何禮臺 新城鄉公所辦公室OA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追56) 新城鄉(108.01.03核銷) 100,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一傢俱

何禮臺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救生衣設備工程(追52) 花蓮縣(108.01.04核銷) 98,400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愛力亞有限公司

余夏夫 三棧國小攬翠樓更衣置物間防水及油漆工程 秀林鄉(107.0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三棧國小幼兒園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7.0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信義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04.26核銷) 99,059 99,059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國呈工程行

余夏夫 復興國小阻車柵欄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4.26核銷) 92,715 92,479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逕洽廠商 洽和土木包工業

余夏夫 宜昌國小電話總機系統設施工程 吉安鄉(107.05.0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余夏夫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5.02核銷) 976,000 918,75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招標 兆豐企業商行

余夏夫 瑞穗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05.02核銷) 98,000 93,45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余夏夫 大漢村光復路大漢山腳公園圖騰設施工程 新城鄉(107.05.22核銷) 98,000 92,92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豐企業社

余夏夫
見晴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

見晴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併黃振富、余

夏夫NO.30，2人2案，總計447300元整】

萬榮鄉(107.06.06核銷) 200,000 198,601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余夏夫 明恥國小樂器置物櫃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7.02核銷) 98,700 98,7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余夏夫 宜昌國小附設幼兒園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05核銷) 88,000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蓁莛園企業有限公司

余夏夫 華陽社區太陽部落彩繪粉刷美化工程 新城鄉107.07.23核銷) 30,000 29,61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余夏夫 銅門國小資訊科技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7.07.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太昌派出所遮雨棚等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7.07.02核銷) 98,000 97,3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余夏夫 新城鄉公所清潔隊冷氣設備工程 新城鄉(107.08.15核銷) 49,000 42,53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余夏夫 景美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秀林鄉(107.09.0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景美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主力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張峻-29、余夏夫-36、笛布斯-39，3人3案，總計

1045323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962,658 96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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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夏夫 銅蘭國小健力體能訓練設備工程 秀林鄉(107.10.09核銷) 995,000 984,3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余夏夫 中華國小校園司令台及穿堂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10.25核銷) 300,000 274,993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公開取得
藝勝實業社、博善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富世派出所待勤室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7.12.24核銷) 99,000 98,4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昱光工程行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拖吊保管場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01.03核銷) 80,000 76,56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昌電氣工程行

余夏夫 南昌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1.04核銷) 500,000 495,6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世企業、億學實業有

限公司、峰泉淨水行、

李秋旺 中原國小專科教室音響設備工程(NO17) 花蓮市(107.3.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威盛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督訓科電視設備工程(NO54) 花蓮縣(107.6.15)核銷 16,000 15,98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筆記型電腦設備工程(NO54) 花蓮縣(107.6.28)核銷 72,000 7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暐元資訊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冰箱等設備工程(NO61) 花蓮縣(107.7.20)核銷 97,432 97,4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三家比價
冰箱:(共同供約)賓赫企業

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投影幕設備工程(NO54) 花蓮縣(107.8.3核銷) 12,000 10,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廠商比價
億立投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24) 花蓮市(107.8.8核銷) 2,000,000 1,998,98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李秋旺 國光里里內人行道改善工程(41) 花蓮市(107.8.27核銷) 100,000 99,77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乾立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李秋旺、黃振富-31、游淑貞-24，3人4案，總計

1442344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212,048 21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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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強里豐村道路夜間警示設施工程(追27) 花蓮市(107.11.04)核銷 57,135 57,13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16)【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100,000 76,6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裕民路人行道設施改善工程(追5) 花蓮市(107.12.11核銷) 100,000 95,16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慶豐鋼鋁有限公司

李秋旺 明義國小教室揭示板設備工程(追46) 花蓮市(107.12.18核銷) 98,000 97,92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李秋旺 民孝里大本運動公園壘球場安全防護網設施工程(33) 花蓮市(108.01.03核銷) 100,000 88,3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限制性招標 磐石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國興里活動中心服務台設施改善工程(追54) 花蓮市(108.01.04核銷) 100,000 98,50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宏富霖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吉安分隊飲水機等設備工程(追52) 花蓮縣(108.01.03核銷) 33,000 30,3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李秋旺 民德里里內LED警示燈設施工程(追17) 花蓮市(108.01.04核銷) 60,000 57,90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建利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李秋旺 中琉公園體育設備工程(追5) 花蓮市(108.01.04核銷) 100,000 70,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寬華實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明廉國小合唱台設備工程(NO14) 花蓮市(107.4.12核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洪安興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碎紙機設備工程(NO9) 花蓮縣(107.4.17核銷) 95,000 90,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奇群企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風扇型造霧系統設備工程(NO40) 富里鄉(107.5.2核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大農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NO9) 花蓮縣(107.4.27核銷) 98,000 94,1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林宗昆 復興國小校門壓花地坪設施工程(NO30) 花蓮市(107.5.10核銷) 90,508 90,508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比價/逕洽廠商 洽和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NO9)花蓮縣(107.5.23核銷) 90,000 89,35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世欽工程行

林宗昆 明恥國小校舍防水加蓋浪板暨電源改善工程(NO30) 花蓮市(107.6.28核銷) 305,000 270,089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取得/2家比價
(防水加蓋浪板:嵩澤建築

師事務所,永業興土木包

林宗昆 民運里環境改善工程(68) 花蓮市(107.8.23核銷) 99,540 92,85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永鑫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國威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1) 花蓮縣(107.8.31核銷) 1,405,537 1,405,53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太昌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70) 花蓮縣(107.9.11核銷) 98,000 97,23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限

公司

林宗昆 佳民國小辦公室屋頂隔熱改善工程(74) 秀林鄉(107.9.27核銷) 98,995 98,995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11) 鳳林鎮(107.10.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宏光電器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救生艇電動吊架設備暨車庫

設施改善工程(追6)
花蓮縣(107.10.24核銷) 97,000 96,88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大白企業社

林宗昆 美崙國中冷氣設備工程(追11) 花蓮市(107.10.31核銷) 333,910 322,51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救護科電腦等設備工程(追2) 花蓮縣(107.11.1核銷) 85,000 83,3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電腦:共同供約/碎紙

機:三家比價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清槍桶設備工程 (52) 花蓮縣(107.11.0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志伸股份有限公司

林宗昆 明利國小教室防盜窗設施改善工程(追4) 萬榮鄉(107.11.08)核銷 95,000 94,989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瑞泰企業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救援頭盔設備工程(追22) 花蓮縣(107.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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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15)【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100,000 76,6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投影機等設備工程(追6) 花蓮縣(107.12.6核銷) 97,650 9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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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70) 秀林鄉(107.12.14核銷) 200,000 158,406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沙發椅組等設備工程(1) 花蓮縣(107.12.19核銷) 99,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美好家具生活館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移動型即時車牌辨識系統設備工程(追9)花蓮縣(107.12.2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超值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網路電訊設施工

程(追17)
花蓮縣(108.01.03核銷) 57,900 5774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辦公室OA設施工

程(追17)
花蓮縣(108.01.04核銷) 233,115 23252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林宗昆 信義國小側門改善工程(追37) 花蓮市(108.01.04核銷) 98,257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二家比價 國呈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多功能自助借書系統、安全偵

測門及上消磁機等設備工程【併林宗昆、游淑貞、

黃振富-54，3人3案、1070098073簽(獎補助)，總計

花蓮縣(107.12.17核銷) 300,000 290,7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公開招標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秋美 豐濱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05.10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林秋美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光華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併張正治、林秋美NO.34；葉鯤璟

NO.37；游淑貞NO.44，4人4案，總計396366元整】

吉安鄉(107.07.0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 嘉里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新城鄉(107.09.06核銷) 1,740,000 1,6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招標 靖禾工程行

林秋美 宜昌國小液晶顯示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3核銷) 39,800 39,8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電訊股份有限

公司

林秋美 吉安鄉立圖書館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3核銷) 100,000 99,21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林秋美 花蓮市公所電動機車設備工程(追26) 花蓮市(107.11.26核銷) 220,000 215,7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

公司

林秋美 化仁國小東棟教室電力線路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2.04核銷) 500,000 467,251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公開取得 永瑩企業社

林秋美 宜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30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蓁莛園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 忠孝國小安全地墊暨教室櫥櫃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12.24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林秋美
南昌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南

昌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6、林

秋美-追5，2人2案，總計1002528元整】

吉安鄉(108.01.03核銷) 500,000 4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豪星工業有

限公司、大益冷凍行、

中興化工原料醫療器材

行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新城派出所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01.04核銷) 99,000 91,8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邱永双 光華國小佈告欄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9.21核銷) 94,700 94,7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京享企業

邱永双 東昌社區活動中心餐飲機具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13核銷) 97,562 97,56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益冷凍行

邱永双 南華國小廁所旁地坪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1.19核銷) 99,704 99,704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洽和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稻香村活動中心流理台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3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益冷凍行

邱永双 吉安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2.06核銷) 650,000 579,88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全能土木包工業

邱永双 大榮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2.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晴惠盛企業社

邱永双 宜昌國小教室廣播及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2.17核銷) 250,000 2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公開取得 金昊企業社

邱永双 大榮國小美勞教室教學及作品展示櫥櫃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2.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邱永双 豐裡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12.24核銷) 1,800,000 1,7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公開招標 靖禾工程行

邱永双 南華國小兒童遊樂器材設施工程 吉安鄉(108.1.4核銷) 997,600 997,6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公開取得 勝欣企業社

邱永双 信義國小電腦教室網路線路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01.04核銷) 99,000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凱華資訊有限公司

邱永双 信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01.04核銷) 100,000 99,159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欣嶸水電行

邱永双 信義國小司令台及生態棚架美化工程 花蓮市(108.01.04核銷) 99,159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施金樹 信義國小電腦設備工程(NO2) 花蓮市(107.3.2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 佳民國小佈告欄等設備工程(NO14) 秀林鄉(107.3.2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施金樹 花蓮市立殯儀館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18) 花蓮市(107.3.31)核銷 99,000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順盛企業社

施金樹 信義國小校門藝術燈光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10) 花蓮市(107.4.17)核銷 98,257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三家比價 玩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施金樹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冷氣等設備工程(NO50) 花蓮縣(107.7.13)核銷 156,130 154,59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愷華

資訊有限公司



施金樹 卓溪鄉公所GIS查報定位系統等設備工程(NO43) 卓溪鄉(107.7.25)核銷 9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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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湛有限公司

施金樹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改善工程(18) 花蓮市(107.8.23核銷) 99,000 98,7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冠群工程行

施金樹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9)【核定名：文蘭村產業

道路改善工程，併楊文值-9、施金樹-9，2人2案，總

計344,991元整】

秀林鄉(107.10.11核銷) 100,000 86,248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振豐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嘉里國小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工程(其1) 新城鄉(107.10.26)核銷 1,642,000 1,592,7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招標 四維企業社

施金樹 西林國小平板電腦等設備工程(80) 萬榮鄉(107.11.07)核銷 397,890 396,78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共同供約
台灣思益禧股份有限公

司

施金樹 新城鄉公所移動式音響設備工程(追20) 新城鄉(107.11.05)核銷 84,000 71,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葉

施金樹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15)【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50,000 36,0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吉安國小電話通訊設備工程(追45) 吉安鄉(107.12.1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多家比價 昶通通訊有限公司

施慧萍 南華國小親師生諮詢輔導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107.4.12核銷) 98,168 98,168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共同供約/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冠德

傢俱精品館

施慧萍 長良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12) 玉里鎮(107.5.2核銷) 98,222 98,222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中原國小專科教室電腦設備工程(NO25) 花蓮市(107.5.2核銷) 124,335 124,335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施慧萍 永豐國小活動中心天井投射燈設備工程(NO30) 富里鄉(107.5.17)核銷 99,400 99,4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施慧萍 中正國小平板電腦設備工程(NO30) 花蓮市(107.6.14核銷) 197,336 197,33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市殯儀館後拉門設施改善工程(NO57) 花蓮市(107.7.17核銷) 95,000 94,7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 冠群工程行

施慧萍 見晴國小遮陽設施工程(NO69) 萬榮鄉(107.8.7核銷) 99,500 99,259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卓樂國小遊樂場安全地墊設施工程(NO30) 卓溪鄉(107.8.7核銷) 97,756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卓樂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北林里里辦公處公佈欄設備工程(追2) 鳳林鎮(107.10.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禾北企業社

施慧萍 吉安國中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7) 吉安鄉(107.10.31)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昶通通訊有限公司

施慧萍 平和國小圖書室及辦公室設施改善工程(追23) 壽豐鄉(107.11.29)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三家比價 兆學企業社

施慧萍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24)【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50,000 36,0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宜昌國民中學冷氣設備工程(76) 花蓮市(107.12.04核銷) 600,000 517,592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宏諭企業社

施慧萍 忠孝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追23) 花蓮市(107.12.14核銷) 98,000 92,241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弘丞工程行

施慧萍 忠孝國小行政櫥櫃設備工程(追23) 花蓮市(107.12.12核銷) 98,000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施慧萍 花蓮市殯儀館天花板設施改善工程(追2) 花蓮市(107.12.14核銷) 92,000 91,9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永盛塑膠裝璜行

施慧萍 吉安國小置物櫃設備工程(追45) 吉安鄉(107.12.17)核銷 67,713 67,71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華馨企業社

施慧萍 北濱國小教室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追4) 花蓮市107.12.19核銷) 210,570 210,57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濱國小 公開招標 金源土木包工業



施慧萍 吉安國小空調電源設施改善工程(追23) 吉安鄉(107.12.26核銷) 500,000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招標 美潔企業社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保安科電鑽設備工程(79) 花蓮縣(107.12.28核銷) 80,000 71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南泰五金行

施慧萍 主權里綠美化工程(29) 花蓮市(108.01.03核銷) 98,000 971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盛寶綠園藝工程行

徐雪玉 豐裡部落移動式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2.26核銷) 70,000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徐雪玉 水璉國小民族資源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3.23核銷) 84,220 84,22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志學派出所遮雨棚等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7.05.16核銷) 98,000 97,5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瑞寶工程

徐雪玉 志學國小辦公室擴音系統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5.22核銷) 93,393 91,90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東威企業社

徐雪玉
平和國中宿舍及樂群館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

名：平和國中宿舍及樂群館設施改善工程，併徐雪

玉、葉鯤璟NO.25，2人2案，總計178416元整】

壽豐鄉(107.05.29核銷) 99,486 93,69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公開取得 萊德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月眉村2鄰農路排水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6.06核銷) 90,211 90,06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勝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壽豐國小圖書室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2核銷) 77,791 77,48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徐雪玉 豐裡國小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7.02核銷) 98,800 98,8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徐雪玉 月眉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鹽寮派出所電捲門等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7.07.02核銷) 98,000 97,9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徐雪玉 溪口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2核銷) 89,000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逕洽廠商 全利五金行

徐雪玉 壽豐國中校園綠美化工程 壽豐鄉(107.07.1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徐雪玉 壽豐國中行動式無線擴音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19核銷) 98,500 98,24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錦澔燈光音響股份有限

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消防局吉安分隊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8.02核銷) 54,048 4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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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氏企業社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月眉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07.27核銷) 98,000 97,4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瑞寶工程

徐雪玉 志學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27核銷) 25,000 2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徐雪玉 志學村久富道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9.03核銷) 98,000 96,281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9.11核銷) 98,000 96,16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詠宸工程行

徐雪玉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洗衣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9.11核銷) 95,474 95,2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逕

洽廠商

葉氏企業、八方複合廚

房、大觀園企業社

徐雪玉 鹽寮村福德35號前農路水溝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0.03核銷) 98,000 97,28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昇芸機械工程行

徐雪玉 壽豐國小文康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0.05核銷) 74,655 73,54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光強企業有限公司、佳

佳衛生行

徐雪玉 平和國中搬運車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10.16核銷) 89,000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百鴻農機行

徐雪玉 志學村活動中心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0.18核銷) 98,000 94,62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峰廣告社

徐雪玉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冷氣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冷氣設備工程，併葉鯤

璟-追8、許雪玉-52，2人2案，總計95000元整】

花蓮縣(107.10.31核銷) 45,000 4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徐雪玉 米棧村花蓮溪河川公地設施版橋(草鼻段713號)工程 壽豐鄉(107.11.06核銷) 98,000 97,78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勝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共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共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

蓮縣警察局(壽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

局(豐裡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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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徐雪玉-41，1人4案，總計

1076364元整】

花蓮縣(107.11.09核銷) 1,076,364 1,07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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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山村設施改善工程(31) 燾豐鄉(107.11.22)核銷 98,000 89,22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立綸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山興派出所廳舍設施改善工

程
花蓮縣(107.12.04核銷) 98,000 96,3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聯發鋁業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豐坪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鄭乾龍-50、徐雪玉-50，2人2案，總計1633066元

整】

花蓮縣(107.12.04核銷) 1,554,544 1,55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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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刑事蒐證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2.20核銷) 95,000 92,29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詮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張正治 鳳林國中電腦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3.13核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逕洽廠商 智宇科技電腦企業社

張正治 鳳仁國小B棟教室粉刷美化工程 鳳林鎮(107.03.19核銷) 71,562 71,562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展翔防水工程

張正治 大進國小圍牆欄網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7.03.23核銷) 99,500 99,493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大進國小圖書室梯形桌椅組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03.20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漢昇興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南平里地下道排水溝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3.23核銷) 240,000 234,788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稻香國小遊戲器材等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3.23核銷) 62,550 62,55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金源木器加工廠

張正治 吉安國中碎紙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3.28核銷) 78,000 7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純正農業社

張正治 吉安國中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3.28核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

張正治 壽豐國中天花板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4.26核銷) 62,000 6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宏昱水電行

張正治 舊壽豐鄉公所中心托兒所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4.26核銷) 95,000 9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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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4.26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

張正治 豐山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4.26核銷) 97,100 96,1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逕洽廠商
智宇科技電腦企業社

張正治 富北國中辦公室沙發椅組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5.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北國中 逕洽廠商 大全行

張正治 中原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5.29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張正治 壽豐鄉立幼兒園冷氣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5.29核銷) 436,451 429,25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捷

達數位系統股份有限公

張正治 平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6.04核銷) 96,100 96,1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昌興電器行

張正治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光華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併張正治、林秋美NO.34；葉鯤璟

NO.37；游淑貞NO.44，4人4案，總計396366元整】

吉安鄉(107.07.0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美崙國中門口影視對講機系統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07.0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佶勝工程行

張正治 稻香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05核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源昇企業社

張正治 北昌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26核銷) 600,000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華耀有限公司



張正治 明恥國小籃球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8.02核銷) 140,000 13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壽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8.08核銷) 196,989 19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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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 米棧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8.20核銷) 98,000 97,19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合順油漆行

張正治 鳳仁國小教室粉刷美化工程 鳳林鎮(107.09.1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張正治 化仁國中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9.21核銷) 75,000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逕洽廠商 億晟水電工程行

張正治 北濱國小辦公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10.05核銷) 97,904 97,904 其他公共工程 北濱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逕

洽廠商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金源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舊米棧國小(鐵馬驛站)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0.09核銷) 98,000 97,20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合順油漆行

張正治 北昌村活動中心桌球檯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15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欣禧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大門等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7.10.16核銷) 99,200 99,0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文泰鋁業行

張正治 壽豐鄉公所周邊彩繪及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1.06核銷) 98,000 97,98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采堂企業社

張正治 東昌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09核銷) 28,000 27,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海棠企業社

張正治 東昌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1.19核銷) 97,000 93,244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得裝潢工程行

張正治 鹽寮村山嶺路道路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1.22核銷) 95,000 9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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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 鳳林公園仿菸樓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1.26核銷) 316,000 310,38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盛木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東昌村東海十四街水溝蓋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2.18核銷) 70,000 59,16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全能土木包工業

張峻 富里鄉公所鐵門等設施工程 富里鄉(107.2.27核銷) 98,000 95,589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張峻 大華村村辦公處吹葉機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2.27核銷) 15,000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晨暘農機行

張峻 鳳禮里里辦公處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4.3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張峻 鳳林國小帳篷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4.26核銷) 20,000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林國小 逕洽廠商 台灣創新帆布有限公司

張峻
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核定名：大興村農路

改善工程、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張峻NO1、NO6  賴進坤

NO6，2人3案，結算金額共436,332元)

光復鄉(107.7.2核銷) 308,000 301,069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張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95,000 91,2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竣豐企業社

張峻 光復國中吹葉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7.11核銷) 27,000 2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晨暘農機行

張峻
富里鄉內農路及擋土牆工程等4件工程【核定名：富

里鄉內農路及擋土牆工程，併張峻NO.1，張智冠NO.9 、

NO.13，楊文值NO.11，3人4案，總計840,564元整】

富里鄉(107.7.24核銷) 400,000 375,25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張峻 玉里鎮公所關防機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8.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聯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張峻 鳳義坑防汛替代道路水泥路面鋪設工程 鳳林鎮(107.8.21核銷) 500,000 493,52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張峻 康樂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 新城鄉(107.9.4核銷) 131,632 124,335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共同供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峻 鳳義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7.9.17核銷) 98,000 97,455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連誠工程行

張峻
花蓮縣警察局(主力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主力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張峻-

29、余夏夫-36、笛布斯-39，3人3案，總計1045323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48,046 4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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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峻 鳳義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0.25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嘉威資訊企業社

東一傢俱

張峻 光復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光復鄉(107.11.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小 逕洽廠商 國呈工程行

張峻 卓溪鄉全鄉主要入口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11.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張峻 光復國小遊具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1.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張峻 豐濱國中體育館鐵捲門等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11.23核銷) 91,189 91,189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貫通企業社

張峻
奇美村排水整治工程等2案【核定名：瑞祥村水溝改善

工程，併張峻NO.6；陳英妹NO13，2人2案，總計546,712

元整】

瑞穗鄉(107.12.5核銷) 200,000 191,349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張峻 鳳智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7.12.18.核銷) 98,000 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連誠工程行

張峻 東里活動中心周邊道路改善綠美化及意象工程 富里鄉(107.12.27核銷) 1,000,000 886,26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招標 昇順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吉拉格賽部落聚會所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3.1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張智冠 豐南村吉拉米代部落多功能音響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5.10核銷) 98,000 96,7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新興村達蘭埠部落音響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5.10核銷) 98,000 97,687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張智冠 玉里鎮鎮內反射鏡等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15核銷) 98,000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張智冠 東里老人會館冷氣及印表機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5.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張智冠 玉里鎮鎮內反光鏡等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0核銷) 98,000 97,639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廳舍用地整地設施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品洋企業社

張智冠 玉里鎮鎮內反光鏡等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2核銷) 98,000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張智冠 春日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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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富里分隊宿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7.24核銷) 98,000 97,97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富里鄉內農路及擋土牆工程等4件工程【核定名：永

豐村農路改善工程、新興村8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併張

峻NO.1，張智冠NO.9 、NO.13，楊文值NO.11，3人4案，

總計840,564元整】

富里鄉(107.7.24核銷) 196,000 18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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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分隊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8.2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張智冠 永豐國小辦公室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8.21核銷) 99,900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張智冠 新興村竹田村聯合辦公處OA辦公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9.17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共同供

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行

張智冠 萬寧國小餐廳冷氣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9.17核銷) 95,870 95,870 其他公共工程 萬寧國小 逕洽廠商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張智冠
「永昌里里辦公處吹葉機設備工程」、「東豐里里

辦公處割草機等設備工程」等2件工程
玉里鎮(107.10.15核銷) 63,000 61,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永裕行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偵查隊GPS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15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環鈺無線科技有限公司

張智冠 羅山社區活動中心電視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0.25核銷) 25,000 18,65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約 富麗電器行

張智冠 豐南村五號橋上游水泥路面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0.25核銷) 98,000 97,28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31核銷) 98,000 9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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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里國小校園安全圍籬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1.21核銷) 98,470 98,47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富南村設施改善工程等8件工程【核定名：富南村設施

改善工程、明里往富里中段道路護坡等改善工程、明里往

古風道路護坡擋土牆改善工程、富南村農路改善工程，併

張智冠NO33、 41；潘富民NO27、33；陳建忠NO20、27，

3人8案，總計698,679元整】

富里鄉(107.11.28核銷) 392,000 377,24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張智冠 東里國中活動中心線路改善暨字幕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30核銷) 96,500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富里國中教室黑板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28核銷) 97,200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逕洽廠商 精藝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張智冠 東竹國小校園夜間照明設施工程 富里鄉(107.11.30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竹國小 逕洽廠商 忠興五金水電材料行

張智冠 富里老人會館電視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2.11核銷) 25,000 23,726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共同供約 富麗電器行

張智冠 萬寧村姆拉丁部落音響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2.1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東里國小LED跑馬燈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2.18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精藝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張智冠 學田國小職務宿舍電力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2.22核銷) 98,595 98,595 其他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鴻盛水電工程行

張智冠 明里國小廁所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2.27核銷) 97,871 97,871 其他公共工程 明里國小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張智冠 東竹國小(羅山分校)環境教育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1.2核銷) 700,000 666,403 其他公共工程 東竹國小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吳江村北溪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1.3核銷) 98,000 97,07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富南村一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1.3核銷) 90,000 89,26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千威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豐濱國小宿舍設施工程 豐濱鄉(107.02.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同昌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宜昌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3.13核銷) 570,000 5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精音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東昌村里漏部落健身器材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3.16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觀園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美崙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3.28核銷) 99,800 99,8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育樂社

笛布斯．顗賚明恥國小教室走廊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0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銅門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秀林鄉(107.04.26核銷) 94,000 89,321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分公司

笛布斯．顗賚長良國小附設幼兒園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04.26核銷) 99,575 99,569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瑞晴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OA辦公桌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4.26核銷) 98,000 97,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東元辦公家具行

笛布斯．顗賚平和國中棒球發球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4.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運動家體育用品

笛布斯．顗賚中原國小遊戲暨運動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新城國中活動中心投射燈設備工程 新城鄉(107.05.16核銷) 98,400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榮正行

笛布斯．顗賚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木櫃等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7.05.16核銷) 98,000 97,6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鉅昇輕鋼架裝璜工程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5.2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向

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鳳林鎮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5.28核銷) 200,000 188,97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國強里新夏部落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6.07核銷) 99,800 9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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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賚自強國中管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6.07核銷) 200,000 161,111 其他公共工程 自強國中 公開取得 六度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體育場國福棒壘球場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7.02核銷)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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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合歡派出所電熱水器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08.07核銷) 98,000 97,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麗光水電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消防局富源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8.09核銷) 97,600 94,1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笛布斯．顗賚
北埔國小監視系統設備暨教室吊扇設施暨無障礙電

梯設施工程
新城鄉(107.08.20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中興保全/明祥金屬工程

行/隆鑫水電行/照登水電

行

笛布斯．顗賚樂合里香蕉山產業道路排水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08.20核銷) 98,000 97,58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粉刷等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09.12核銷) 98,000 96,34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利達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
玉里國中管樂團樂器汰換工程等2案【核定名：玉里

國中管樂團樂器汰換工程，併笛布斯-其1、潘富民-

12，2人2案，總計1968880元整】

玉里鎮(107.09.21核銷) 1,750,000 1,722,77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公開招標 育樂社

笛布斯．顗賚宜昌國小籃球架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9.12核銷) 84,000 8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綠育企業社、勝欣企業

社

笛布斯．顗賚南華國小排水槽及幼稚園走廊地坪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9.26核銷) 98,700 98,7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開富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國福國小圖書室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10.05核銷) 600,000 526,648 其他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公開招標
家駿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新城國中冷氣設備工程 新城鄉(107.10.05核銷) 160,000 1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笛布斯．顗賚光華國小擴音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18核銷) 97,5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建華電子材料行

笛布斯．顗賚中正國小游泳池環境及設施整修工程 花蓮市(107.11.06核銷) 285,500 276,75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江山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國強里里內護欄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11.06核銷) 95,000 9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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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6)【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核銷 100,000 76,6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
南昌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南

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6、林秋

美-追5，2人2案，總計1002528元整】

吉安鄉(108.01.03核銷) 508,000 505,274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豪星工業有

限公司、大益冷凍行、

中興化工原料醫療器材

行

笛布斯．顗賚國富里根努夷公園彩繪美化工程 花蓮市(108.01.04核銷) 50,000 49,4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唐山企業社

莊枝財 吉安國小吹葉機等設備工程(追23) 吉安鄉(107.10.24)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比價 純正農業社

莊枝財 美崙國中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追37) 花蓮縣(107.12.05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業行

莊枝財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擴大機等設備工程(追46) 花蓮縣(107.12.13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器行

莊枝財 明恥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37) 花蓮市(107.12.18核銷) 500,000 498,521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莊枝財 明恥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追37) 花蓮市(107.12.18核銷) 98,000 73,096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共同供約 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明恥國小校園環境設施改善工程(追37) 花蓮市(107.12.19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二家比價 錡聖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明義國小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追46) 花蓮市(107.12.19核銷) 98,000 97,655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善多利工作室

莊枝財 吉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23) 吉安鄉(107.12.22核銷) 1,240,000 1,2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民生里內設施改善工程(追35) 花蓮市(107.12.26核銷) 99,000 93,69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勇信企業社

莊枝財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冷氣設備工程(追55) 吉安鄉(107.12.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55) 鳳林鎮(107.12.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業行

莊枝財 明義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追26) 花蓮市(108.01.02核銷) 736500 723,678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公開取得
勝全土木包工業/陳桂芳

建築師事務所

莊枝財 民生里三民街排水溝設施工程(追35) 花蓮市(108.01.02核銷) 98,000 91,91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崑暉營造有限公司

莊枝財 民生里美崙溪畔公園夜間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追35) 花蓮市(108.01.03核銷) 98,000 97,90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莊枝財 民生里內綠美化工程(追35) 花蓮市(108.01.03核銷) 95,000 89,3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永馨造園

莊枝財 中華國小舞台布幕等設備工程(追26) 花蓮市(108.01.04.核銷) 500,000 471,32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公開招標/共同供約
台旭土木包工業/創奕科

技實業/大同綜合電訊有

許淑銀 銅門國小校園總機系統設施改善工程(NO10) 秀林鄉(107.03.0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弘寶電通有限公司

許淑銀 立山國小電訊系統設備工程(NO2) 卓溪鄉(107.03.06核銷） 99,000 98,742 其他公共工程 立山國小 逕洽廠商 弘邦電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國中閱覽室冷氣設備工程(NO2) 秀林鄉(107.03.13核銷) 134,000 13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共同供約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水源國小運動場司令台粉刷美化工程(NO5) 秀林鄉(107.3.23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小額採購 尚品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勤務車警報器等設備工程(NO4) 花蓮縣(106.05.0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3家比價 東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許淑銀 體育中學電腦設備工程(NO2) 花蓮縣(107.4.17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

中等學校
共同供應契約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許淑銀 卓溪國小弓箭設備工程(NO2) 卓溪鄉(107.5.2核銷) 96,900 96,9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比價 神射手體育用品社

許淑銀 古風國小射箭器材設備工程(NO2) 卓溪鄉(107.5.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資茂國際有限公司

許淑銀 水源國小停車場及練習牆設施改善工程(NO28) 秀林鄉(107.5.10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逕洽廠商 旭淇實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卓溪鄉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3) 卓溪鄉(107.5.24核銷) 99,000 98,414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合儀器行

許淑銀 立山村聯絡道路改善工程(NO3) 卓溪鄉(107.5.24核銷) 98,000 97,715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豐濱國小圖書室設施改善工程(NO32) 豐濱鄉(107.05.10)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同昌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北埔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13) 新城鄉(107.5.23)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明泰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春日國小檔案室屋頂樓梯工程(NO19) 玉里鎮(107.6.6)核銷 84,000 84,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春日國小 逕洽廠商 豐永企業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設施工程(NO18) 花蓮縣(107.5.30核銷) 98,000 97,4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歐典企業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崇德派出所辦公室OA等設備工程(NO4)花蓮縣(107.5.30核銷)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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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富世派出所待勤室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NO29)花蓮縣(107.6.7核銷) 98,000 91,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景美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2) 秀林鄉(107.6.12核銷) 344,000 344,000 其他公共工程 景美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待勤室冷氣等設備工程(NO18)花蓮縣(107.6.15核銷) 98,000 88,7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許淑銀 富世國小活動中心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25) 秀林鄉(107.6.15核銷) 137,000 11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逕洽廠商 地瓜廣告設計

許淑銀 秀林鄉戶政事務所電腦設備工程(NO57) 秀林鄉(107.6.15核銷) 67,092 67,09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戶政事務所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中原國小教學競技疊杯教育包組設備工程(NO28) 花蓮市(107.6.15核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

許淑銀 立山村排水溝及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  (NO3) 卓溪鄉(107.6.2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立山村村內路燈工程(NO29) 卓溪鄉(107.7.13核銷) 98,000 97,201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許淑銀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54) 花蓮縣(107.7.13核銷) 93,000 92,61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廠商比價 歐適建設公司

許淑銀 銅門村榕樹部落排水溝改善工程 (NO3) 秀林鄉(107.7.25核銷) 400,000 346,49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崇德國小3樓原住民資源教室設施改善工程(66) 秀林鄉(107.9.10核銷) 150,000 144,323 其他公共工程 崇德國小 公開取得
得寶土木包工業/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淑銀 春日國小司令台基座補強及防水防漏工程(19) 玉里鎮(107.9.4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春日國小 逕洽廠商 瑞穗工程行

許淑銀 立山村路燈工程(70) 卓溪鄉(107.10.1核銷) 98,000 95,367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許淑銀 新城國中LED跑馬燈設備工程(84) 新城鄉(107.10.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許淑銀 新城國中教室窗簾設施工程(追4) 新城鄉(107.10.4核銷) 99,000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曼紗窗簾傢飾館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正派出所廳舍設施改善工

程(41)
花蓮縣(107.10.19核銷) 98,000 97,37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正棕鋼鋁業

許淑銀 豐濱國小數位攝影器材設備工程〈追-21〉 豐濱鄉(107.10.31)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鑫鑫攝影照相器材

許淑銀 太巴塱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追7) 光復鄉(107.11.07)核銷 59,000 5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國小辦公設備工程 (追13) 秀林鄉107.11.29核銷) 99,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逕洽廠商 浩峰工程行

許淑銀 銅門村排水溝改善工程(追20) 秀林鄉(107.12.14核銷) 100,000 87,15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順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忠孝國小圍牆粉刷美化工程(追13) 花蓮市(107.12.14核銷) 98,000 95,189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捷勝營造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村道路護欄改善工程(47) 秀林鄉(107.12.19核銷) 98,000 9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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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村.秀林村.崇德村路燈工程(3) 秀林鄉(107.12.14核銷 96,000 9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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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林村板橋設施改善工程(47) 秀林鄉(107.12.22核銷) 98,000 9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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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追13)花蓮縣(107.12.25核銷) 99,000 82,82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許淑銀 立山村路燈工程(追13) 卓鄉溪鄉(107.核銷) 99,000 94,41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許淑銀 和平村和仁部落圍牆護欄設施改善工程(65) 秀林鄉(107.12.28核銷 99,000 9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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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德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82) 秀林鄉(108.01.03核銷 99,000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捷勝營造有限公司

許淑銀 崇德村.和平村路燈工程(追13) 秀林鄉(108.01.03)核銷 99,000 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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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水源派出所廳舍設施改善工

程(78)
花蓮縣(108.01.08核銷) 98,200 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宏菖企業社

陳長明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廳舍屋頂等設施工程 萬榮鄉(107.4.26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先進工程行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暨馬遠衛生室除濕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24,521 2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宏光電器行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馬遠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49,405 49,40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金湧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萬榮國小全彩字幕機設備工程 萬榮鄉(107.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陳長明 春日國小南棟屋頂樓梯等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7.2核銷) 98,345 98,345 其他公共工程 春日國小 逕洽廠商 豐永企業社

陳長明 明利國小遊樂器材除鏽粉刷工程 萬榮鄉(107.7.18核銷) 98,999 96,819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瑞泰企業工程行

陳長明 明利國小校園牆面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7.7.20核銷) 98,764 96,503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柏森裝潢工程行



陳長明 花蓮縣消防局行政科桌椅組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7.18核銷) 65,000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東一傢俱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舊西林衛生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9.11核銷) 97,304 97,30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佳宏水電工程

陳長明 花蓮縣消防局指揮科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9.21核銷) 135,000 133,5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陳長明 見晴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萬榮鄉(107.9.21核銷) 97,600 97,600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共同供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陳長明 萬榮國中射箭比賽器材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9.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中 逕洽廠商 資貿國際有限公司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8核銷) 90,000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成朋電腦有限公司

陳長明 卓溪鄉公所家政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10.18核銷) 60,000 43,78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花蓮分公司玉里服

陳長明 萬榮民族教室小學揭牌活動設施工程 萬榮鄉(107.11.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光點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陳長明 萬榮鄉衛生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9核銷) 59,500 5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陳長明 富源國小電腦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1.3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森祥工程行

陳長明 萬榮國中射箭比賽器材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2.1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中 逕洽廠商 資貿國際有限公司

陳長明 紅葉村第9鄰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7.12.14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佳宏水電工程

陳長明 見晴國小辦公室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 萬榮鄉(107.12.20核銷) 98,500 98,499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辦公廚櫃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2.14核銷) 90,000 69,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具行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美崙派出所LED跑馬燈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12.14核銷) 15,000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玩美廣告光學企業社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天祥派出所OA辦公桌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12.18核銷) 99,000 96,2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洗衣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2.22核銷) 30,000 26,61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陳長明 萬榮村萬寶段農路改善工程 萬榮鄉(107.12.27核銷) 99,000 91,844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馬遠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志學派出所攝影機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7.12.20核銷) 96,000 94,6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鼎盈

商業機器企業社

陳長明 明利國小教室電力改善工程 萬榮鄉(108.1.3核銷) 89,000 88,926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陳建忠 觀音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20核銷) 99,000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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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合里安通部落農路護欄工程 玉里鎮(107.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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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忠 樂合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28核銷) 99,000 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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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里玉里鎮立壘球場整地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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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里觀音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9,000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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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里高寮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9,000 98,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松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樂合里5鄰道路鋪設暨擋土牆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8,000 9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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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鎮鎮內裝設反射鏡工程 玉里鎮(107.5.3核銷) 98,000 97,69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陳建忠 安通部落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萬寧國小遊樂暨攀爬器材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5.23核銷) 980,000 95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萬寧國小 公開取得 章昌營造有限公司



陳建忠 玉里鎮福音部落飲水機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5.25核銷) 35,000 3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忠 松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0核銷) 99,000 98,47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松浦里福音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6.6核銷) 99,000 9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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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溪國小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卓溪鄉(107.6.7核銷) 99,000 97,81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

陳建忠 觀音里高寮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2核銷) 98,000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98,000 9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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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忠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98,000 93,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陳建忠 觀音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3核銷) 98,000 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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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民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7.20核銷) 98,000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陳建忠 富民村拉加善聚會所冷氣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7.7.26核銷) 98,000 97,01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陳建忠 安通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27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陳建忠 福音部落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8.7核銷) 99,000 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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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穗鄉各村裝設路燈工程等2件【核定名：瑞穗鄉鄉內

設路燈工程，併陳英妹NO.13，陳建忠NO.26 ，2人2案，總

計436,104元整】

瑞穗鄉(107.8.8核銷) 150,000 145,368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建忠 松浦里瑪谷達璦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8.16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陳建忠 樂合里安通社區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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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陳建忠 樂合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9.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宜企業社/大同綜合訊

電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股

陳建忠 松浦里瑪谷達璦部落廚房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0.8核銷) 98,000 96,99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陳建忠 松浦里宮前部落無障礙廁所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0.8核銷) 98,000 97,8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陳建忠 樂合里安通部落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0.15核銷) 99,000 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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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0.22核銷) 99,000 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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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1.6核銷) 98,000 9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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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合里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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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忠 觀音里高寮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1.20核銷) 80,000 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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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蘭埠部落文健站運動器材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1.2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樂合里新民部落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1.28核銷) 90,000 89,472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富南村設施改善工程等8件工程【核定名：東里村花76

線護欄工程、豐南村20鄰農路改善工程，併張智冠NO33、

41；潘富民NO27、33；陳建忠NO20、27，3人8案，總計

698,679元整】

富里鄉(107.11.28核銷) 138,000 132,807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陳建忠 中城里吉能能麥部落聚會所音響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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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忠 松浦文健站運動器材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玉東國中學生活動中心三面鐵捲門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2.27核銷) 93,000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東國中 逕洽廠商
聖興行

亞洲鋁門窗



陳建忠

富民村20鄰產業道路鋪設工程等5案【核定名：(瑞穗

村猴子山排水溝及農路改善工程)、(鶴岡村26鄰農路改善

工程)，併陳英妹-24、 29、 31； 陳建忠-26、83，2人5案

，總計502000元整】

瑞穗鄉(108.1.3核銷) 216,000 21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朝旺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豐南村20鄰農路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1.3核銷) 98,000 97,28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陳建忠 鶴岡社區活動中心運動器材等設備工程 瑞穗鄉(108.1.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陳建忠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等4案【核定名：瑞穗鄉鄉內路燈

工程，併陳英妹-追25 追35； 陳建忠-追13；賴進坤-追40，

3人4案，總計337037元整】

瑞穗鄉(108.1.4核銷) 98,000 96,01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英妹 中城國小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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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妹 瑞穗國小碎枝機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4.26核銷) 98,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永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英妹 觀音里高寮南段水泥路面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東里國小高年級教室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5.3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樂合里4-5鄰道路及檔土牆水保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0核銷) 98,000 97,68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舞鶴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瑞穗鄉(107.6.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舞鶴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陳英妹 德武里排水溝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2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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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7.2核銷) 98,000 9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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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7.1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陳英妹 東里國小邊坡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7.26核銷) 99,407 99,407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龍騰機械工程行

陳英妹 泰昌里吉拉格賽部落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7.27核銷) 98,000 97,31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陳英妹 永豐國小辦公室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8.2核銷) 99,900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陳英妹
瑞穗鄉各村裝設路燈工程等2件【核定名：瑞穗鄉各村

裝設路燈工程，併陳英妹NO.13，陳建忠NO.26 ，2人2案，

總計436,104元整】

瑞穗鄉(107.8.8核銷) 300,000 290,73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英妹
瑞穗鄉衛生所牙醫醫療站補助器材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瑞穗鄉衛生所牙醫醫療站補助器材設備工程，

併葉鯤璟、陳英妹NO.43，2人2案，總計328000元整】

瑞穗鄉(107.8.9核銷) 165,000 16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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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富民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8.16核銷) 307,000 30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陳英妹 富源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9.5核銷) 466,515 45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陳英妹 瑞良村法淖部落聚會所屋簷延展設施工程 瑞穗鄉(107.9.4核銷) 450,000 448,68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鶴岡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見晴國小民族教室展示櫥櫃設備工程 萬榮鄉(107.10.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陳英妹 東竹國小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10.30核銷) 97,600 97,6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竹國小 逕洽廠商 正欣電器行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噐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31核銷) 98,000 87,02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東資企業社

陳英妹 瑞美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瑞穗鄉(107.11.9核銷) 96,410 96,41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美國小 逕洽廠商 鴻信企業社

陳英妹
花蓮縣消防局瑞穗分隊防水型隨身式密錄器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11.6核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中山攝影社

東一器材有限公司



陳英妹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11.9核銷) 98,000 97,81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電腦主機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11.13核銷) 98,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陳英妹 卓溪鄉公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11.20核銷) 99,000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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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富源分隊變壓噐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21核銷) 95,900 95,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陳英妹
奇美村排水整治工程等2案【核定名：奇美村排水整治

工程，併張峻NO.6；陳英妹NO13，2人2案，總計546,712

元整】

瑞穗鄉(107.12.5核銷) 366,000 355,363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大禹里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2.20核銷) 96,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陳英妹 松浦里玉東國中北東側水泥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2.20核銷) 99,800 99,69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松浦里福音部落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12.1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陳英妹 瑞穗鄉公有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瑞穗鄉(107.12.27核銷) 300,000 298,104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富民村20鄰產業道路鋪設工程等5案【核定名：(富民

村20鄰產業道路鋪設工程)、(舞鶴村基層建設改善工程)、

(鶴岡村26鄰農路改善工程)，併陳英妹-24、 29、 31； 陳

建忠-26、83，2人5案，總計502000元整】

瑞穗鄉(108.1.3核銷) 286,000 28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朝旺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併陳英妹-

追5； 潘富民-追5，2人2案，總計394022元整】

花蓮縣(108.1.3核銷) 300,000 297,00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陳英妹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等4案【核定名：瑞穗鄉鄉內基礎

建設改善工程、舞鶴村路燈工程，併陳英妹-追25 追35；

陳建忠-追13；賴進坤-追40，3人4案，總計337037元整】

瑞穗鄉(108.1.4核銷) 148,000 145,005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游美雲 豐濱國小女教師宿舍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0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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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美雲 鳳林鎮老人會館運動器材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5.16核銷) 88,400 88,4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大觀園企業社

游美雲 大榮國小校舍屋頂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6.06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明輝鋁門窗玻璃行

游美雲 鳳仁國小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7.02核銷) 520,000 445,399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公開取得 宏洋環衛企業社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美崙派出所內部電力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7.07.05核銷) 98,000 91,58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辰鑫企業社

游美雲 鳳仁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8.1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明輝鋁門窗玻璃行

游美雲 鳳林國中社會科教室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9.21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逕洽廠商
智宇科技電腦企業社、

兆學企業社

游美雲 大同社區活動中心割草機等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0.05核銷) 53,000 5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晨暘農機行

游美雲 宜昌國中垃圾子車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15核銷) 260,000 249,152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逕洽廠商、共同供

應契約

施樂百達國際科技有限

公司、東源辦公家具

游美雲 吉安村路燈工程 吉安鄉(107.10.31核銷) 60,000 46,16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游美雲 鳳林鎮中華市場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1.06核銷) 50,000 47,96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超神佛具、許奇明、新

聯發鋁業有限公司

游美雲 山興里道路排水溝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1.09核銷) 500,000 498,74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廣勝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稻香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3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義里綠美化工程 鳳林鎮(107.11.22核銷) 30,000 29,80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廣勝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林榮里內公園體健設施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1.20核銷) 500,000 409,352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盛木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福興村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7.11.26核銷) 95,000 94,14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冠陞工程行

游美雲 山興里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2.11核銷) 98,000 95,538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三碩土不包工業

游美雲 志學國小東側大樓北鐵捲門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2.18核銷) 80,280 80,28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元升企業社

游美雲 忠孝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12.18核銷) 95,000 92,091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松雅園藝

游美雲 鳳信里里辦公處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2.17核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豐農藥行

游美雲 忠孝國小教室照明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01.03核銷) 96,000 94,748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華興水電工程行

游美雲

鳳智里里內廣播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鳳智

里里內廣播系統設備工程、鳳仁里里內廣播系統設

備工程，併游美雲-追50，1人2案，總計132800元

整】

鳳林鎮(108.01.03核銷) 140,000 132,8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先捷行

游美雲 大榮里里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 鳳林鎮(108.1.03核銷) 5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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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富里國富28街巷內道路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1.03核銷) 95,000 90,10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崑暉營造有限公司

游美雲 鳳林鎮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8.1.03核銷) 200,000 197,765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約、逕洽廠商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新峰農藥行

游美雲 富里鄉公所跑馬燈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8.01.04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美崙國中車棚圍籬及周邊地坪改善工程 花蓮市(107.03.28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佶勝工程行

游淑貞 信義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3.26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游淑貞 干城社區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4.26核銷) 98,490 98,49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欣悅科技有限公司

游淑貞 北昌村北昌活動中心桌球台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4.26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欣禧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游淑貞 新社國小教師會議室冷氣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05.10核銷) 99,986 99,986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駿興電器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液晶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5.10核銷) 98,000 97,84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暐元資訊企業社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光華派出所冰箱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5.22核銷) 98,000 91,17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稻香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7.05.25核銷) 98,500 98,025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聯亞油漆工程行

游淑貞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光華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併張正治、林秋美NO.34；葉鯤璟

NO.37；游淑貞NO.44，4人4案，總計396366元整】

吉安鄉(107.07.02核銷) 100,000 96,336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仁和活動中心液晶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02核銷) 98,000 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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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民國小造型布告欄設施工程 秀林鄉(107.07.0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游淑貞 107年度吉安鄉全鄉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7.02核銷) 200,000 186,57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頂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宜昌國中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7.13核銷) 159,040 126,826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永興村全民住宅中庭景觀燈設施工程 吉安鄉(107.07.18核銷) 99,000 98,315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游淑貞 干城村活動中心事務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23核銷) 32,481 2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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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市公所入侵防禦偵測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7.31核銷) 200,000 187,79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精誠科技整合股份有限

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志學派出所碎紙機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7.08.02核銷) 95,000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尚美家具行、鼎盈商業

機器企業

游淑貞 花蓮縣消防局吉安分隊廳舍用地整地設施工程 花蓮縣(107.08.07核銷) 322,000 288,35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永村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08.08核銷) 98,000 97,1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地板等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7.09.21核銷) 99,000 97,3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李秋旺、黃振富-31、游淑貞-24，3人4案，總計

1442344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787,695 78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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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李秋旺、黃振富-31、游淑貞-24，3人4案，總計

1442344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140,649 14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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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安村村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0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吉安老人會館桌球檯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23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欣禧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游淑貞 干城村博愛新村活動中心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7.11.06核銷) 71,946 71,519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游淑貞 光華村村辦公處事務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2核銷) 32,481 24,38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26核銷) 98,000 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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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貞 吉安村活動中心廚房設備工程(追3) 吉安鄉(107.11.26)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達食品機械

游淑貞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多功能自助借書系統、安全偵

測門及上消磁機等設備工程【併林宗昆、游淑貞、

黃振富-54，3人3案、1070098073簽(獎補助)，總計

2190000元整】

花蓮縣(107.12.17核銷) 300,000 290,7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公開招標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電熱水器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8.01.03核銷) 98,28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慈昇企業社

黃振富 佳民國小風雨教室暨諮商遊療室冷氣設備工程 秀林鄉(107.03.28核銷) 270,000 2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社

黃振富 豐濱國中教學大樓屋頂防水等設施工程 豐濱鄉(107.0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貫通企業社

黃振富 信義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市(107.04.26核銷) 98,858 98,858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黃振富 宜昌國小一樓走廊電燈電力設施工程 吉安鄉(107.05.25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哈立茂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見晴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

見晴國小拔河模擬訓練機設備工程，併黃振富、余

夏夫NO.30，2人2案，總計447300元整】

萬榮鄉(107.06.06核銷) 250,000 248,699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黃振富 中正國小平板電腦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7.02核銷) 197,336 197,33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銅門國小創客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秀林鄉(107.07.26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共同供約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民主里)及(勝安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併楊文值、黃振富NO.15，2人2案，總計

368889元整】

花蓮縣(107.07.31核銷) 255,344 25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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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富 花蓮市重慶路353巷路燈工程 花蓮市(107.08.08核銷) 85,400 84,60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黃振富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9.10核銷) 400,000 3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光華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李秋旺、黃振富-31、游淑貞-24，3人4案，總計

1442344元整】

花蓮縣(107.10.05核銷) 301,952 3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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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碎紙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09核銷) 95,000 94,9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鼎盈商業機器企業

黃振富 池南村行道樹綠美化工程 壽豐鄉(107.10.15核銷) 30,000 29,88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重量訓練機設備工程等3案【核

定名：花蓮縣消防局自強分隊體能訓練器材等設備

工程，併葉鯤璟-55、黃振富-54、謝國榮-52，3人3案

，總計532000元整】

花蓮縣(107.10.26核銷) 50,000 49,11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黃振富 吉安國小電腦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13核銷) 107,982 107,98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

黃振富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2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鳳林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1.22核銷) 91,370 91,37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小 逕洽廠商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振富
吉安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82)【核定名：吉安

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併賴進坤-82、黃振富-

82、鄭乾龍-82，3人3案，總計1400000元整】

吉安鄉(107.11.21)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黃振富 北昌國小校園牆面美化工程 吉安鄉(107.12.18核銷) 98,000 97,345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吉安國小輔導室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2.18核銷) 99,370 99,37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華馨企業社

黃振富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多功能自助借書系統、安全偵

測門及上消磁機等設備工程【併林宗昆、游淑貞、

黃振富-54，3人3案、1070098073簽(獎補助)，總計

2190000元整】

花蓮縣(107.12.17核銷) 200,000 193,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公開招標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三G遠端監控科技器材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1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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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富 豐山國小採光罩設施暨置物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8.01.03核銷) 99,000 96,2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黃振富 中華國小學生活動中心廁所及週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01.03核銷) 89,924 89,924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華東

廣告工程行

楊文值
富里鄉內農路及擋土牆工程等4件工程【核定名：學

田村路面改善工程，併張峻NO.1，張智冠NO.9 、NO.13，

楊文值NO.11，3人4案，總計840,564元整】

富里鄉(107.7.24核銷) 300,000 281,43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山興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8) 鳳林鎮(107.3.20)核銷 98,000 97,99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壽豐村社區綠美化工程(NO4) 壽豐鄉(107.3.28)核銷 98,000 96,88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改善工程(NO15) 花蓮市(107.3.30)核銷 30,000 29,47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檜油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市立殯儀館整地工程(NO15) 花蓮市(107.4.3)核銷 68,000 66,49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改善工程(NO4) 花蓮市(107.4.3)核銷 98,000 97,72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中山公園環境綠美化工程(其2) 壽豐鄉(107.6.6)核銷 98,000 97,30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楊文值 東里國小周邊排水設施工程(其3) 富里鄉(107.7.3)核銷 394,473 394,473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民主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8) 花蓮縣(107.6.28)核銷 300,000 296,01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楊文值 中正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48) 花蓮市(107.6.28)核銷 100,000 99,2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二家比價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楊文值
富里鄉內農路及擋土牆工程等4件工程【核定名：學

田村路面改善工程，併張峻NO.1，張智冠NO.9 、

NO.13，楊文值NO.11，3人4案，總計840,564元整】

富里鄉(107.7.24核銷) 300,000 281,43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花蓮市清潔隊環保示範園區分選設施工程(NO8) 花蓮市(107.8.7)核銷 500,000 385,62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石川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民主里)及(勝安村)等2件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主里)監視系統設

備工程，併楊文值、黃振富NO.15，2人2案，總計

368889元整】

花蓮縣(107.07.31核銷) 113,545 1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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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風里活動中心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24) 花蓮市(107.8.29核銷) 98,000 93,5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奧林匹亞業社

楊文值 國興里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8) 花蓮市(107.9.20核銷) 600,000 36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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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9)【核定名：文蘭村產業

道路改善工程，併楊文值-9、施金樹-9，2人2案，總

計344,991元整】

秀林鄉(107.10.11核銷) 300,000 258,743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振豐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追2) 壽豐鄉(10710.15)核銷 95,000 8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碎紙機等設備工程(43) 花蓮縣(107.10.17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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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群企業社

楊文值 瑞穗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其4) 瑞穗鄉(107.11.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共同供約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楊文值 民權里里內體健遊憩設施工程(63) 花蓮市(107.11.30)核銷 98,000 92,64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楊文值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9)【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花蓮市(107.12.10核銷) 100,000 76,6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明禮國小校門意象工程(7) 花蓮市(107.12.19核銷) 196,000 195,474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公開取得 永馨造園

楊文值 北濱街69巷圍牆彩繪工程(追6) 花蓮市(107.12.19核銷) 98,000 91,41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萬榮財 嘉里國小校園彩繪美化工程 新城鄉(107.4.26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萬榮財 新社國小校園電力設施改善工程 豐濱鄉(107.5.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鈞發企業

萬榮財 豐濱國小藤床設施暨教學椅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5.15核銷) 98,350 98,35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育谷工作室

萬榮財 新社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7.20核銷) 99,531 99,531 其他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駿興電器有限公司

萬榮財 銅門國小校長室等冷氣設備工程 秀林鄉(107.7.26核銷) 148,407 148,407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共同供約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萬榮財 新社國小窗簾設施工程 豐濱鄉((107.8.7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新美學窗簾設計

萬榮財 山興里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8.9核銷) 80,000 79,5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萬榮財 月眉村一段卓林福宅附近道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9.17核銷) 80,000 43,88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暉企業社



萬榮財 太巴塱祭祀廣場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7.9.26核銷) 98,000 96,853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月眉國小割草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10.3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萬榮財 阿多莫部落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0.8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高傳真視聽家電行

萬榮財 大榮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0.18核銷) 1,790,000 1,7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公開招標 漢繼企業有限公司

萬榮財 西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0.24核銷) 98,520 98,520 其他公共工程 西富國小 逕洽廠商 萬順冷氣冷凍行

萬榮財 鳳林鎮鎮內環境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10.26核銷) 1,000,000 925,01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廣勝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豐裡村民權街北段排水溝改善等2案工程【核定名：

豐裡村民權街北段排水溝改善工程、光榮村仁愛路兩側花

台設施工程，併萬榮財，1人2案，總計175,700元整】

壽豐鄉(107.11.6核銷) 196,000 175,7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太巴塱國小陶藝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7.11.21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逕洽廠商 丁福工程行

萬榮財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2.5核銷) 50,000 47,3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得寶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豐濱國小電熱水器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12.18核銷) 98,460 98,46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萬榮財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2.22核銷) 80,000 77,20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溢盛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太巴塱老人會館音響設備工程 光復鄉(107.12.26核銷) 66,000 6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葉鯤璟 鳳林國中視聽教室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3.16核銷) 113,000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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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鯤璟 鳳仁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3.16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展翔防水工程

葉鯤璟

南平里平善路、平吉路路口截水溝改善工程等兩件

工程【核定名：南平里平善路、平吉路路口截水溝

改善工程、南平里里內產業道路改善工程，併葉鯤

璟NO.9，1人2案，總計199699元】

鳳林鎮(107.03.26核銷) 200,000 199,699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鳳林鎮公所移動式音響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4.26核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葉鯤璟 池南村活動中心置物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5.10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協力藤飾

葉鯤璟 溪口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5.16核銷) 207,000 20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葉鯤璟 鳳林鎮道路暨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7.05.16核銷) 500,000 492,137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地板等設施改善

工程
花蓮縣(107.05.22核銷) 98,000 97,1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葉鯤璟
平和國中宿舍及樂群館設施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

名：平和國中敬業樓美術教室設施改善工程，併徐

雪玉、葉鯤璟NO.25，2人2案，總計178416元整】

壽豐鄉(107.05.29核銷) 89,967 84,726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公開取得 萊德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池南活動中心屋頂防漏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6.06核銷) 98,600 98,28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葉鯤璟 卓溪鄉公所倉庫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06.07核銷) 99,000 98,447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4案【核定名：光華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併張正治、林秋美NO.34；葉鯤璟

NO.37；游淑貞NO.44，4人4案，總計396366元整】

吉安鄉(107.07.02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卓溪鄉公所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0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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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鯤璟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二樓及會議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07.02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集成室內裝潢行

葉鯤璟 花蓮市殯儀館自來水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07.02核銷) 98,000 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維昌水電工程行

葉鯤璟 新社國小一樓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07.02核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社國小 逕洽廠商 駿興電器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市殯儀館路燈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07.05核銷) 98,000 97,4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割草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7.05核銷) 12,000 1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新峰農業行

葉鯤璟 壽豐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5核銷) 73,259 73,25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壽豐鄉老人會電腦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6核銷) 26,000 21,40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移動式數位高清監視系統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07.23核銷) 98,500 96,96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逕洽廠商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壽豐國中豐華閱讀室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7.24核銷) 96,800 96,79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豐田走廊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萬榮分隊印表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7.26核銷) 85,700 85,7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美好家具生活館

勝山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瑞穗鄉衛生所牙醫醫療站補助器材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瑞穗鄉衛生所牙醫醫療站補助器材設備

工程，併葉鯤璟、陳英妹NO.43，2人2案，總計

328000元整】

瑞穗鄉(107.08.09核銷) 17,000 166,4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公開取得 鴻昌興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豐山村活動中心桌球桌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8.15核銷) 98,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蕃薯藤文具店

葉鯤璟 花蓮市殯儀館屋簷延伸設施工程 花蓮市(107.08.16核銷) 98,000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品冠工程行

葉鯤璟 鳳林老人會館不鏽鋼流理台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08.23核銷) 270,000 233,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09.12核銷) 98,000 97,62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得寶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壽豐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9.26核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日金消防工程行

葉鯤璟 壽豐國小附設幼兒園冷氣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9.26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光強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第五組木製椅組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09核銷) 98,000 7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尚美家具行、宗霖電器

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碎紙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15核銷) 98,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17核銷) 98,000 97,3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達旭企業、百裕電業有

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重量訓練機設備工程等3案【核

定名：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重量訓練機設備工程，

併葉鯤璟-55、黃振富-54、謝國榮-52，3人3案，總計

532000元整】

花蓮縣(107.10.26核銷) 393,600 386,62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冷氣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冷氣等設備工程，併葉

鯤璟-追8、許雪玉-52，2人2案，總計95000元整】

花蓮縣(107.10.31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GPS定位系統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11.06核銷) 98,0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寬遠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分隊負重型空拍機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09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奇雲企業社

葉鯤璟 平和國中電腦教室電源網路線路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11.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宏寶電通有限公司

葉鯤璟 北林里里辦公處高壓請洗機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11.2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萬年電機修理所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富世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23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立安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洗車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23核銷) 98,000 97,8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協源工具行、百裕電業

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電視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1.30核銷) 98,000 93,9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2.05核銷) 98,000 80,86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詮穎工程行、詠辰工程

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秀林分駐所洗衣機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7.12.17核銷) 85,000 83,48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宏萺企業社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01.04核銷) 98,000 95,64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劉曉玫 豐山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追26) 壽豐鄉(107.11.21)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 國風國中冷氣設備工程(追32) 花蓮市(107.11.20)核銷 100,000 95,97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劉曉玫 平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32) 壽豐鄉(107.11.27)核銷 148,000 14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 鶴岡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追26) 瑞穗鄉(107.11.28)核銷 215,000 2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 瑞穗國中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26) 瑞穗鄉(107.11.28)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劉曉玫 銅門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追32) 秀林鄉(107.11.30核銷) 220,000 2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 中正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32) 花蓮市(107.11.30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劉曉玫 中城國小LED戶外時間溫度鐘設備工程(追32) 玉里鎮(107.12.07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劉曉玫 玉里國小教室擴音設備工程(追32) 玉里鎮(107.12.13核銷) 270,000 2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劉曉玫 自強國中重量訓練器材設備工程(追48) 花蓮縣(107.12.19核銷) 100,000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自強國中 逕洽廠商 鬥牛屋運動用品社

劉曉玫 奇美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追32) 瑞穗鄉(107.12.17)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劉曉玫 舊鐵道徒步區照明設施工程(追44) 花蓮市(107.12.26核銷) 99,000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維昌水電工程行

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外事科電視等設備暨廳舍粉刷美化工

程(追33)
花蓮縣(108.01.02核銷) 98,000 975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劉曉玫 明義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追46) 花蓮市(107.12.28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公開取得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劉曉玫 稻香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追27) 吉安鄉(107.12.28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共同供約

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追27) 花蓮縣(108.01.03核銷) 150,000 1468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約 共同供約

劉曉玫 西林國小微型車床工具機等設備工程(追26) 萬榮鄉(108.01.04核銷) 450,000 4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潘富民 春日里泰林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13核銷) 98,000 9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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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合里安通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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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豐里新民部落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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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里國小周邊綠美化工程 富里鄉(107.3.2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瑞祥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潘富民 松浦里松浦橋下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3.28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德武里里辦公處飲水機等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4.26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康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潘富民 觀音里高寮11鄰農路鋪設水泥工程 玉里鎮(107.5.2核銷) 98,000 9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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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清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5.14核銷) 980,000 94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清國小 公開取得 靖禾工程行

潘富民 德武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25核銷) 98,000 97,999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德武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竹林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5.30核銷) 98,000 9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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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穗國中校門口電動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6.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觀音里赤科山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6.6核銷) 98,000 9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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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良國小辦公室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6.7核銷) 57,000 5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潘富民 中城國小校內粉刷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6.6核銷) 98,853 98,853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三民里6鄰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6.7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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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石山舊有道路周邊綠美化工程 富里鄉(107.7.2核銷) 98,000 97,09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瑞祥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潘富民 觀音里里辦公處電腦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7.3核銷) 95,000 9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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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圻企業社/精藝

潘富民 長橋國小教室遮陽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7.18核銷) 98,000 88,2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橋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

潘富民
西富國小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等二案【核定名：西富

國小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併鄭乾龍.34、潘富民NO.25，2

人2案，總計399000元整】

光復鄉(107.07.13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富國小 公開取得 津賀盛企業

潘富民 源城里客城活動中心修繕及油漆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7.27核銷) 95,000 94,597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潘富民 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校園環境改善工程 富里鄉(107.8.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玉里鎮內反射鏡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8.7核銷) 98,000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年盛水電行

潘富民 松浦里20鄰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8.7核銷) 98,000 97,45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松浦里農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8.7核銷) 98,000 97,9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樂合里5鄰油漆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8.23核銷) 98,000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潘富民 泰昌里北平社區粉刷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8.24核銷) 300,000 230,57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東里國民中學校園停車廣場及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8.31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富民 玉里國小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8.31核銷) 324,245 324,24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共同供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潘富民 卓溪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9.5核銷) 98,000 89,991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潘富民
玉里國中管樂團樂器汰換工程等2案【核定名：玉里國

中管樂器設備工程，併笛布斯-其1、潘富民-12，2人2案，

總計1968880元整】

玉里鎮(107.09.21核銷) 250,000 246,11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公開招標 育樂社

潘富民 長良里第3、4、13鄰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9.28核銷) 300,000 288,08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義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豐裡國小校園安全防護監視系統暨教室照明設備工

程
壽豐鄉(107.10.15核銷) 960,000 9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最有利標 台敏企業社

潘富民 東豐里二贊坪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0.15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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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里里內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10.15核銷) 98,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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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昌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10.22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潘富民 松浦里麻汝社區入口意象工程 玉里鎮(107.11.28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富南村設施改善工程等8件工程【核定名：萬寧村4鄰

六十石山農路改善工程、竹田12鄰路面改善工程，併張智

冠NO33、 41；潘富民NO27、33；陳建忠NO20、27，3人8

案，總計698,679元整】

富里鄉(107.11.28核銷) 196,000 188,624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11.30核銷) 98,000 97,38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潘富民 松浦里福音部落音響設施工程 玉里鎮(107.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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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里14鄰道路及擋土牆改善工程 玉里鎮(107.12.11核銷) 98,000 9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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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城里客城2鄰綠美化工程 玉里鎮(107.12.11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潘富民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2.22核銷) 98,000 9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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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富民

德武里德武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

(德武里德武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高寮社區廣播系統

設備工程)、(春日、春林社區廣播系統暨春日、泰林社區

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併潘富民-15，1人3案，總計

玉里鎮(107.12.22核銷) 403,000 345,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若淯有限公司

潘富民 東豐里石崗農路及蝕溝改善工程 玉里鎮(108.1.3核銷) 98,000 9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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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併陳英妹-

追5； 潘富民-追5，2人2案，總計394022元整】

花蓮縣(108.1.3核銷) 98,000 97,02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潘富民 玉里鎮公所鎮長室桌椅設備工程 玉里鎮(108.1.4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傢俱行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民意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5.02核銷) 98,000 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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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待勤室等設施改

善工程
花蓮縣(107.05.16核銷) 99,000 98,54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鄭乾龍 慶豐村村辦公處移動式手提擴大器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5.16核銷) 15,000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海棠事業設

鄭乾龍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5.16核銷) 97,000 96,9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逕洽廠商
長勵實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稻香國小多功能藍芽擴音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5.22核銷) 98,400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企業社

鄭乾龍 志學村村辦公處數位接收主機等設備工程 壽豐鄉(107.07.02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07.02核銷) 98,000 97,15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詠宸工程行

鄭乾龍 中正國小教學及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7.05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永興室內裝修工程行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鄭乾龍 中正國小電動投籃機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7.05核銷) 140,000 13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鄭乾龍
西富國小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等二案【核定名：西

富國小行政辦公室設備工程，併鄭乾龍.34、潘富民

NO.25，2人2案，總計399000元整】

光復鄉(107.07.13核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富國小 公開取得 津賀盛企業

鄭乾龍 東昌社區活動中心液晶電視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07.13核銷) 43,500 39,79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社

鄭乾龍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 秀林鄉(107.07.13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瑞峰工程行

鄭乾龍 仁里村排水溝水溝蓋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7.17核銷) 200,000 194,29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開口契約 全能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吉安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07.18核銷) 50,000 45,99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電熱水器等設備

工程
花蓮縣(107.07.23核銷) 98,000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弘祐科技資訊社

鄭乾龍 富里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富里鄉(107.07.23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供

應契約

長征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綜合訊電股份

鄭乾龍 池南村七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壽豐鄉(107.08.02核銷) 97,000 96,783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鄭乾龍 壽豐鄉公所反光鏡設施工程 壽豐鄉(107.08.23核銷) 20,000 1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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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乾龍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09.03核銷) 299,000 2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超標 睿霖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10.15核銷) 60,000 5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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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0.18核銷) 98,475 98,475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富世派出所辦公室OA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7.10.18核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家緣企業社

鄭乾龍 花蓮市國聯老人會館音響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11.06核銷) 95,500 95,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鄭乾龍 仁里村仁愛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1.09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吉安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82)【核定名：吉安

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併賴進坤-82、黃振富-

82、鄭乾龍-82，3人3案，總計1400000元整】

吉安鄉(107.11.21)核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鄭乾龍 豐濱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豐濱鄉(107.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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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

鄭乾龍-50、徐雪玉-50，2人2案，總計1633066元

整】

花蓮縣(107.12.04核銷) 78,522 7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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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國小班級置物櫃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2.04核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蓁莛園企業有限公司、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鄭乾龍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木質地板改善暨電鋼琴設備工程 吉安鄉(107.12.13核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史坦利樂器有限公司

家齊工程行

鄭乾龍 稻香村道路改善工程 吉安鄉(107.12.20核銷) 150,000 108,12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市立殯儀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7.12.24核銷) 98,000 97,89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峰岳資訊

鄭乾龍 民勤里介壽三街公園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8.1.03核銷) 95,000 94,0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盛寶綠園藝工程行

賴進坤
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核定名：大興村農路

改善工程】張峻NO1、NO6  賴進坤NO6，2人3案，結算金

額共436,332元)

光復鄉(107.7.2核銷) 142,000 135,263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等4案【核定名：瑞穗鄉各村村路

燈工程，併陳英妹-追25 追35； 陳建忠-追13；賴進坤-追40

，3人4案，總計337037元整】

瑞穗鄉(108.1.4核銷) 98,000 96,01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賴進坤 鳳義里里辦公處音響等設備工程 鳳林鎮(107.3.23)核銷 98,000 96,7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大發企業社

賴進坤 西富國小割草機等設備工程(NO7) 光復鄉(107.4.3)核銷 260,000 2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富國小
逕洽廠商/共同供應

契約

純正農業社/樂禧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蓁筳園企業

賴進坤
大興村農路改善工程等三件工程(核定名：大興村農

路改善工程】張峻NO1、NO6  賴進坤NO6，2人3案

，結算金額共436,332元)

光復鄉(107.7.2核銷) 142,000 135,263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佳林村無名溪護欄粉刷工程(NO63) 新城鄉(107.7.19)核銷 98,000 97,98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 大漢村民有街圍牆圖騰蓋板設施工程(NO47) 新城鄉(107.7.19)核銷 97,000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富可達企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 新城國中體育器材等設備工程(NO64) 新城鄉(107.8.2)核銷 316,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公開招標 峻群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賴進坤 新城鄉立幼兒園設施改善工程(63) 新城鄉(107.7.8)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鉅祥鐵鋁工程行

賴進坤
大漢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大漢村活

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併-47,78，1人2案，總計

270,000元整】(47)

新城鄉(107.10.17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賴進坤
大漢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核定名：大漢村活

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併-47,78，1人2案，總計

270,000元整】(78)

新城鄉(107.10.17核銷) 175,000 1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賴進坤 新城鄉公所傳統技藝民俗樂器設備工程(78) 新城鄉(107.10.31)核銷 99,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逕洽廠商) 育樂社

賴進坤 新城鄉鄉內候車亭粉刷美化工程(78) 新城鄉(107.11.07)核銷 93,000 91,37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賴進坤
北埔村樹林腳社區活動中心屋頂防水防漏設施改善

工程(78)
新城鄉(107.11.14)核銷 80,000 78,2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昱泰企業社

賴進坤 大漢村道路兩旁綠美化工程(59) 新城鄉(107.11.14)核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虹霖園藝

賴進坤
吉安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82)【核定名：吉安

鄉好客藝術村冷氣設備工程，併賴進坤-82、黃振富-

82、鄭乾龍-82，3人3案，總計1400000元整】

吉安鄉(107.11.21)核銷 1,000,000 1,0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葉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OA辦公設備工程

(79)
新城鄉(107.11.22)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家緣企業社

賴進坤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音響等設備工程(追43) 花蓮縣(107.12.28核銷) 98,000 9686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供應

契約

全峰企業社/愷華資訊有

限公司

賴進坤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等4案【核定名：瑞穗鄉各村村

路燈工程，併陳英妹-追25 追35； 陳建忠-追13；賴

進坤-追40，3人4案，總計337037元整】

瑞穗鄉(108.1.4核銷) 98,000 96,016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坤大水電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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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75,72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鳳仁國小川堂美化工程(7) 花蓮市(107.3.28)核銷 97,254 97,254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咖啡機設備工程(6) 花蓮縣(107.4.20)核銷 25,000 2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利普企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環保局公害防治中心咖啡機設備工程(6) 花蓮縣(107.4.26)核銷 24,500 2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保局 逕洽廠商 利普企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民意里里內綠美化工程(36) 花蓮市(107.5.10)核銷 95,000 84,641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巨林工程行

謝國榮 鑄強國小穿堂學童座椅設備工程(17) 花蓮市(107.5.17)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鑄強國小專科教室電腦設備工程(17) 花蓮市(107.5.17)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謝國榮 卓溪鄉公所倉庫牆面粉刷美化工程(43) 卓溪鄉(107.5.30)核銷 99,000 93,337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米路哈勇藝術工作室

謝國榮 文蘭國小校門口牆面彩繪美化工程(7) 秀林鄉(107.6.6)核銷 97,200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文蘭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國華里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9) 花蓮市(107.5.30)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謝國榮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公害勤務中心攝影機設備工程(33) 花蓮縣(107.6.6)核銷 95,000 92,6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環保局 逕洽廠商 銳隼企業社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冰溫熱飲水機等設備工程(9) 花蓮縣(107.6.1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東資企業社,亨岱興業有

限公司

謝國榮 鑄強國小校門LED照明設施工程(17) 花蓮市(107.6.15)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二家詢價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粉刷美化等設施

改善工程(36)
花蓮縣(107.6.22)核銷 98,000 97,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長青油漆工程行

謝國榮 文蘭國小校舍防水隔熱設施改善工程(14) 秀林鄉(107.7.3)核銷 97,200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文蘭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東里派出所排水溝設施改善

工程(24)
花蓮縣(107.7.3)核銷 98,000 97,67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國華里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35) 花蓮市(107.7.3)核銷 98,000 97,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友誠企業社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攝影機等設備工程(24) 花蓮縣(107.7.18)核銷 98,000 94,96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大同

綜合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52) 花蓮縣(107.7.18)核銷 32,160 32,08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三家比價 正棕鋼旅業

謝國榮 鑄強國小電腦教室廣播系統設備工程(17) 花蓮市(107.7.25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謝國榮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56) 吉安鄉(107.8.2)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供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瑞穗鄉鄉內路燈裝設工程(43) 瑞穗鄉(107.9.27)核銷 97,000 96,77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泰水電行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交通器材LED停車受檢告示

牌等設備工程(36)
花蓮縣(107.10.11核銷) 98,000 8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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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國裕里、國盛里及民意里)等

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

強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16，1人4案，總計

1,262,459元整】

花蓮縣(107.10.15核銷) 586,876 586,87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國裕里、國盛里及民意里)等

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

盛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16，1人4案，總計

1,262,459元整】

花蓮縣(107.10.15核銷) 305,402 305,40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國裕里、國盛里及民意里)等

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國

裕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16，1人4案，總計

1,262,459元整】

花蓮縣(107.10.15核銷) 280,774 280,7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國強里、國裕里、國盛里及民意里)等

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

意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16，1人4案，總計

1,262,459元整】

花蓮縣(107.10.15核銷) 89,407 89,40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第四組肩背無線喊話噐設備

工程(59)
花蓮縣(107.10.15核銷) 50,000 49,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山派出所置物櫃等設施工

程(43)
花蓮縣(107.10.17核銷) 98,000 97,90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宏居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沙發椅組等設備工程(50) 花蓮縣(107.10.17核銷) 98,000 97,4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東一傢俱/億晟水電工程

行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局本部重量訓練機設備工程等3案【核

定名：花蓮縣消防局自強分隊背部雙功能訓練機設

備工程，併葉鯤璟-55、黃振富-54、謝國榮-52，3人3

案，總計532000元整】

花蓮縣(107.10.26核銷) 98,000 96,26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謝國榮
民勤里介壽眷村洄瀾老時光城鎮風貌景觀設施工程

(1)
花蓮市(107.11.20)核銷 300,000 251,01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振豐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24) 花蓮縣(107.11.27核銷) 98,000 89,4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葉氏企葉/佳圻企業社

謝國榮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11)【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50,000 36,0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18)【核定名：花蓮

市佐倉運動公園綠美化工程，併笛布斯.顗賚-6、楊

文值-9、謝國榮-11、施金樹-15、林宗昆-15、李秋

旺-16、謝國榮-18、施慧萍-24，7人8案，總計600000

元整】

花蓮市(107.12.10核銷) 50,000 36,09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裕鑫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公共關係科彩色印表機等設備工程(13) 花蓮縣(107.12.26核銷) 85,000 82,8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二分公司/佑倡電器工

蘇忠亮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7.5.2核銷) 98,000 97,71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正興工具商行

蘇忠亮 卓清國小綜合球場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5.3核銷) 30,000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卓清國小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蘇忠亮 花蓮縣消防局三民分隊冷氣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7.5.10核銷) 98,000 96,54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 明進水電行/

大東鋁門窗行/松麟水電

蘇忠亮 大禹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玉里鎮(107.7.24核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共同供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蘇忠亮 卓溪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8.2核銷) 98,000 57,01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

蘇忠亮 卓溪村及太平村中興部落農灌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8.16核銷) 250,000 222,264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蘇忠亮 瑞穗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8.8核銷) 70,000 69,1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蘇忠亮 立山村農灌PE桶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8.16核銷) 70,000 69,86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蘇忠亮 卓溪鄉農業灌溉管線設施工程 卓溪鄉(107.9.4核銷) 90,000 89,979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

蘇忠亮 紅葉國小交換機系統設備工程 萬榮鄉(107.9.26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蘇忠亮 瑞穗鄉農業灌溉管線設施工程 瑞穗鄉(107.9.28核銷) 95,000 94,977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蘇忠亮 瑞穗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瑞穗鄉(107.10.3核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蘇忠亮 吳江村花74線道路綠美化工程 富里鄉(107.10.8核銷) 60,000 59,173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亨泰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卓溪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 卓溪鄉(107.10.15核銷) 95,000 94,036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玉里分公司

蘇忠亮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室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11.30核銷) 98,000 97,003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金德建材行

蘇忠亮
太平村中興部落農灌管線改善工程及太平村中興部

落農灌PE桶改善工程【NO.79，1人2案，總計137,068

元整】

卓溪鄉(107.12.18核銷) 145,000 137,06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盛健工程有限公司

蘇忠亮 太平村農路改善工程 卓溪鄉(107.12.20核銷) 90,000 89,979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立山村、太平村農灌PE桶改善工程 卓溪鄉(108.1.3核銷) 110,000 105,32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總計 127,892,372 124,462,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