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7年度《保留案》對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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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3,178

何禮臺 嘉里村慈恩社區兒童及健康設施改善工程(NO.68) 新城鄉(108.03.08核銷) 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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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村、大漢村)、(嘉里村)及(嘉新

村)等3件監視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嘉里

村、大漢村)監視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嘉里村)監視統設備

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嘉新村)監視統設備工程，併何禮臺-追20、

追10、79，1人3案，總計280368元整】

花蓮縣(108.03.25核銷) 28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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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夏夫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地板等設施改

善工程(NO.追5)
花蓮縣(108.02.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余夏夫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併施金樹-追2、余夏

夫-追5、黃振富-追3、陳長明-追41，4人4案，總計400000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余夏夫 新城村博愛路路燈設施工程(NO.追5) 新城鄉(109.01.03核銷) 5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美潔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市路燈工程等三件工程【核定名：花蓮市路燈工程、

花蓮市路燈工程、花蓮市路燈工程，併李秋旺-追10、87、39，1

人3案，總計1974632元整】

花蓮市(108.03.08核銷) 2,0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李秋旺
勝安槌球場草坪整修工程【核定名：勝安槌球場草坪整修

工程、勝安槌球場草坪整修工程，併李秋旺-追41、追52，1人2案

，總計93272元整】

吉安鄉(108.03.08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豐聯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

察局(國治理)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龍-73、張正智-72、徐

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龍-49、許淑銀-3、李秋

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9人11案，總計2431237

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43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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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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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笛布斯-追5、

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

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7.06.28核銷) 1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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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昆 豐濱鄉順天宮周邊道路改善工程(NO.追29) 豐濱鄉(108.03.08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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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華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NO.追2)
花蓮縣(108.03.08核銷) 83,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氣工程行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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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民族里)監視統設備工程(NO.追35) 花蓮縣(108.04.09核銷) 29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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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室設施改善

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

室設施改善工程，併謝國榮-1,林宗昆-1,楊文值-8，3人3案，總計

581108元整】

花蓮縣(108.05.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得寶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飲水機等設備及設施改

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飲水機等

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併林宗昆-追2、張正治-追3、張智冠-追41

，3人3案，總計498000元整】

花蓮縣(108.06.20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大唐系統傢俱、葉氏

企業、賀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停車棚等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華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併

葉鯤璟-追8、許淑銀-追13、林宗昆-追2，3人4案，總計773389元

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112,02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黃上科

建築師事務所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林秋美 信義國小校園遊樂器材設施改善工程(NO.追4) 花蓮市(108.03.08核銷) 1,9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公開招標 靖禾工程行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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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林秋美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颱窗等設施改

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

颱窗等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廁所等

設施改善工程，併葉鯤璟-追8、徐雪玉、林秋美-追9、許淑銀-追

13，4人6案，總計548887元整】

花蓮縣(108.6.25核銷) 1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邱永双

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48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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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永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70)
花蓮縣(108.05.09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柏勝企業社



施金樹
豐濱鄉永豐排水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豐濱鄉永

豐排水改善工程，併施金樹-73、葉鯤璟-追3，2人2案，總計

227780元整】

豐濱鄉(108.03.1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大鵬土木包工業

施金樹
明廉國小附設幼兒園環境遊具及各科教學設備工程

(NO.19)
花蓮市(108.03.29核銷) 2,5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招標 全方位營造有限公司

施金樹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併施金樹-追2、余夏

夫-追5、黃振富-追3、陳長明-追41，4人4案，總計400000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施金樹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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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施金樹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等四件
【核定名：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併賴進

坤、鄭乾隆-43、施金樹、張正治-46，4人4案，總計391613元整】

花蓮市(108.05.2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萬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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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施慧萍
花蓮市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市

立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併楊文值-24,施慧萍-24,笛布

斯．顗賚-3，3人3案，總計1357868元整】

花蓮市(108.04.12核銷)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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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溪口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54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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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壽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15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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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鹽寮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61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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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裡村排水溝板橋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豐裡

村排水溝板橋設施改善工程、共和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鹽寮

山嶺農路改善工程，併徐雪玉-追2，1人3案，總計237194元整】

壽豐鄉(108.05.03核銷) 24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光榮村圍牆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光榮村圍牆設

施改善工程、豐裡村民權街11巷3號宅前道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

程、志學村村內道路環境改善工程，併徐雪玉-追9，1人3案，總

計203265元整】

壽豐鄉(108.05.01核銷) 21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颱窗等設施改

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

颱窗等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廁所等

設施改善工程，併葉鯤璟-追8、徐雪玉、林秋美-追9、許淑銀-追

13，4人6案，總計548887元整】

花蓮縣(108.6.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志學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仁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5、賴進坤、李秋旺、徐

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玉-其1、黃振富-追17，

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7.06.28核銷) 64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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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永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池南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稻香村)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花蓮縣警察局(豐山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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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笛布斯-追5、賴進坤、李秋旺、徐

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玉-其1、黃振富-追17，

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89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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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42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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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干城村)、(順安村)、(宜昌村)及

(太昌村明義七街)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干城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宜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明義七街)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78、張正治-77、81，2人4案，總計

1140031元整】

花蓮縣(108.05.03核銷) 45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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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正治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等四件

【核定名：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

程，併賴進坤、鄭乾隆-43、施金樹、張正治-46，4

人4案，總計391613元整】

花蓮市(108.05.2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萬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正治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飲水機等設備及設施改

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設施改善

及冷氣設備工程，併林宗昆-追2、張正治-追3、張智冠-追41，3人

3案，總計498000元整】

花蓮縣(108.06.20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大唐系統傢俱、葉氏

企業、賀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慶豐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仁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國興里)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併笛布斯-追5、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

3、謝國榮-追9、徐雪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

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6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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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鎮鎮內電子看板設備暨設施工程 鳳林鎮(108.4.23核銷) 1,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張峻 壽豐鄉內路燈工程(NO.29) 壽豐鄉(108.10.1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開口契約 諭潔企業社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飲水機等設備及設施改

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設施改善

工程，併林宗昆-追2、張正治-追3、張智冠-追41，3人3案，總計

498000元整】

花蓮縣(108.06.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大唐系統傢俱、葉氏

企業、賀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張智冠 花蓮縣消防局富里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2.25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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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冠 富北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3.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北國中 逕洽廠商 竣義鐵材行

張智冠

永豐村農路改善工程等3件【核定名：富里村村內圍牆

彩繪粉刷美化工程、永豐村農路改善工程、萬寧村10鄰

農路改善工程，併張智冠-49、61，1人3案，總計

282,172元整】

富里鄉(108.4.1核銷) 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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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田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5件【核定名：學田村

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萬寧村農路改善工程、明里村農

路改善工程、羅山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張智冠-78、

83、85；陳建忠-83，2人5案，總計493,722元整】

富里鄉(108.4.12核銷) 44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健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明里村1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4.12核銷) 2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健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羅山村農路改善工程等3件【核定名：羅山村農路改善

工程、明里村農路改善工程、東里村農路改善工程，張智

冠-追5、追52，1人3案，總計236,527元整】

富里鄉(108.4.12核銷) 2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健運土木包工業

張智冠

羅山村5鄰農路改善工程等3項【核定名：羅山村5鄰農

路改善工程、東里村後庄農路改善工程、東里村花75縣道

旁農路改善工程，張智冠-追59，1人3案，總計214,276元

整】

富里鄉(108.4.25核銷)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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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里國中活動中心廣播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8.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中 逕洽廠商 立源音響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花蓮市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市

立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併楊文值-24,施慧萍-24,笛布

斯．顗賚-3，3人3案，總計1357868元整】

花蓮市(108.04.12核銷)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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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5、

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

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2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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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明廉國小實驗室及創意科學設備工程(NO.追23) 花蓮市(108.03.08核銷) 97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莊枝財 嘉里國小廁所設施改善工程(NO.追30) 新城鄉(108.04.22核銷) 7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招標

捷勝營造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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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許淑銀 明利村及萬榮村路燈工程(NO.追13) 萬榮鄉(108.05.2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國鑫水電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颱窗等設施改

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

颱窗等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廁所等

設施改善工程，併葉鯤璟-追8、徐雪玉、林秋美-追9、許淑銀-追

13，4人6案，總計548887元整】

花蓮縣(108.6.2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停車棚等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秀林分駐所粉刷美化工程，併

葉鯤璟-追8、許淑銀-追13、林宗昆-追2，3人4案，總計773389元

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黃上科

建築師事務所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花蓮縣警

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併許淑銀-追

135；陳長明-追10，2人3案，總計435,173元整】

花蓮縣(108.3.5核銷) 351,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4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陳長明
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家電設備及廳舍設施改善工

程
花蓮縣(108.2.25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育樂社

杰昇工程行

葉氏企業

陳長明 見晴村老人會館嵩林樓電梯設備工程 萬榮鄉(108.3.5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誠電梯工程有限公

司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新城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併許淑銀-追135；陳長明-追10，2人3案，總計

435,173元整】

花蓮縣(108.3.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

陳長明 太巴塱國小附設幼兒園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8.3.19核銷) 5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公開取得 金源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馬遠村8鄰農路改善工程等三件【核定名：馬遠村第8

鄰農路暨排水溝改善工程、紅葉村第九鄰排水溝設施改善

工程、馬遠村6鄰護欄骰善工程、馬遠村8鄰農路改善工程

，陳長明-79、85、87、追17，1人4案，其中一案是後續加

入，總計943,905元整】

萬榮鄉(108.4.25核銷) 9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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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遠產業道路改善工程等三件【核定名：馬遠產業道

路改善工程、明利產業道路(8.5K支線)改善工程、馬遠東

光產業道路改善工程、馬遠村8鄰農路改善工程，陳長明-

68，1人3案，總計520,089元整

萬榮鄉(108.5.6核銷)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崙億土木包工業



陳長明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豐濱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等

1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萬榮派出所廳舍設

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瑞穗分駐所廳舍設施

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廳舍設施改

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港口派出所廳舍設施改善

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西林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紅葉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花蓮縣

警察局鳳林分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陳長明-追10  葉鯤璟-

追8，2人13案，總計910,942元整】

花蓮縣(108.6.20核銷) 51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公開取得  逕洽

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興勝企業社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陳建忠
學田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5件【核定名：安住部

落農路改善工程，張智冠-78、83、85；陳建忠-83，2人

5案，總計493,722元整】

富里鄉(108.4.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健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鶴岡村農路改善工程 瑞穗鄉(108.6.26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朝旺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富民村農路改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富民農路改善工程、

鶴岡村農路改善工程、瑞穗鄉鄉內排水溝改善工程，併陳建忠-

4、追13、追22；陳英妹-追5、追56；萬榮財-追41，3人6案，總計

608262元整】

瑞穗鄉(108.6.27核銷) 3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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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豐里東豐竹林農路改善工程及東豐里農路(竹林段)

道路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東豐里東豐竹林農

路改善工程，(陳英妹-追5、潘富民-追6，2人2案，總計

495,711元整】

玉里鎮(108.6.6核銷) 3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昇順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富民村農路改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復興村擋土牆下田工

程、鶴岡村農路改善工程，併陳建忠-4、追13、追22；陳英妹-追

5、追56；萬榮財-追41，3人6案，總計608262元整】

瑞穗鄉(108.6.27核銷) 196,8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朝旺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南平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NO.87)
花蓮縣(108.02.2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氣工程行

游美雲 鳳仁里環境改善工程(NO.追50) 鳳林鎮(108.02.25核銷)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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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榮里永康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林

榮里永康路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林榮里永康路排水溝設施改善

工程，併游美雲-50，1人2案，總計267530元整】

鳳林鎮(108.02.25核銷)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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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追60) 富里鄉(108.02.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力盛企業社

游美雲 鳳智里環境改善工程(NO.追50) 鳳林鎮(108.03.08核銷)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鼎益土木包工業

游美雲
鳳林溪支線護欄新設工程等三件工程【核定名：鳳林溪

支線護欄新設工程、鳳智里綠美化工程、鳳林鎮永信路綠美化工

程，併游美雲-87，1人3案，總計448444元整】

鳳林鎮(108.03.08核銷) 5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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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鎮公所吹葉機等設備工程(NO.追50) 鳳林鎮(108.03.08核銷) 5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麒勝興業有限公司



游美雲 吉安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57) 吉安鄉(108.04.16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葉

氏企業、弘宇個性傢

俱、東源辦公家具行

游美雲

花蓮縣警察局(南昌村)、(太昌村)及(仁里村)等3件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南昌村))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

察局(仁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游美雲-追29，1人3案，總計

253475元整】

花蓮縣(108.04.17核銷) 25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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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貞 吉安鄉老人會館窗簾設施改善工程(NO.追3) 吉安鄉(108.03.08核銷) 60,8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弘宇裝潢行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永安村)、(勝安村)及(福興

村)等5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

村)監視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統設備工程、花

蓮縣警察局(福興村)監視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

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永安村)監視統設備工程，併游淑貞-

67、63，1人5案，總計2903546元整】

花蓮縣(108.03.25核銷) 2,90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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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貞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政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

龍-73、張正智-72、徐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

龍-49、許淑銀-3、李秋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

，9人11案，總計2431237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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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火調科空拍機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火調科空拍機等設備工程，併黃振富-54、謝國

榮-52，2人2案，總計2368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中山攝影社、彩星應

用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併施金樹-追2、余夏

夫-追5、黃振富-追3、陳長明-追41，4人4案，總計400000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仁里分隊地坪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核

定名：花蓮縣仁里分隊家電設備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併施金樹-

追2、余夏夫-追5、黃振富-追3、陳長明-追41，4人4案，總計

400000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共同

供應契約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黃振富 馬錫山農路改善工程(NO.50) 光復鄉(108.05.07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溢盛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瑞穗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5、

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

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27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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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
花蓮市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花蓮市

立幼兒園運動場地設施改善工程，併楊文值-24,施慧萍-24,笛布

斯．顗賚-3，3人3案，總計1357868元整】

花蓮市(108.04.12核銷)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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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值
竹田社區內廣場遮陽網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竹

田社區內廣場遮陽網設施工程、，楊文值-追6；葉鯤璟-追

8，2人2案，總計379,155元整】

富里鄉(108.05.0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室設施改善

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

室設施改善工程，併謝國榮-1,林宗昆-1,楊文值-8，3人3案，總計

581108元整】

花蓮縣(108.05.0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得寶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民運里白燈塔公園設施改善工程(NO.8) 花蓮市(108.6.26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磐石土木包工業

楊文值 米棧村野溪整治暨護欄設施改善工程(NO.8) 壽豐鄉(108.08.05核銷) 4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萬榮財 鳳林鎮原住民部落聚會所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8.3.5核銷) 92,625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光豐實業有限公司

萬榮財 鳳林鎮原住民部落聚會所裝置藝術設施改善工程 鳳林鎮(108.3.5核銷) 75,075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原鄉米企業社

萬榮財 西富村農路改善工程 光復鄉(108.3.5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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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磯崎村高山農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8.4.22核銷)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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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浦村農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8.5.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惠玉土木包工業

萬榮財 豐濱村農路改善工程 豐濱鄉(108.5.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昌榮企業社

萬榮財
富民村農路改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奇美段產業道路改善

工程，併陳建忠-4、追13、追22；陳英妹-追5、追56；萬榮財-追

41，3人6案，總計608262元整】

瑞穗鄉(108.6.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開口契約 朝旺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NO.追8) 花蓮縣(108.03.08核銷) 3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通供應契約 佑倡電氣工程行

葉鯤璟
豐濱鄉永豐排水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豐濱鄉1

鄰永豐排水溝改善工程，併施金樹-73、葉鯤璟-追3，2人2案，總

計227780元整】

豐濱鄉(108.03.19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大鵬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豐濱鄉蚊子山農路改善工程(NO.追3) 豐濱鄉(108.04.17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竹田社區內廣場遮陽網設施工程等2件【核定名：竹

田義民亭民眾活動廣場遮陽網棚架設施工程，楊文值-追

6；葉鯤璟-追8，2人2案，總計379,155元整】

富里鄉(108.05.03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鑑運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磯崎村擋土牆改善工程(NO.55) 豐濱鄉(108.05.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工程未決標僅支付勞務

設計費

葉鯤璟 立德排水設施改善工程(NO.55) 豐濱鄉(108.05.14核銷) 2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工程未決標僅支付勞務

設計費

葉鯤璟 豐濱村新興產業道路改善工程(NO.67) 豐濱鄉(108.05.24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公開取得 惠玉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颱窗等設施改

善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防

颱窗等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廁所等

設施改善工程，併葉鯤璟-追8、徐雪玉、林秋美-追9、許淑銀-追

13，4人6案，總計548887元整】

花蓮縣(108.6.25核銷) 1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肖大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停車棚等設施改善工程等4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停車棚等設施改善工程、花蓮

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所粉刷美化工程，併葉鯤璟-追8、許淑

銀-追13、林宗昆-追2，3人4案，總計773389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65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取得、逕洽

廠商

興勝企業社、黃上科

建築師事務所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豐濱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等

1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豐濱派出所廳舍設

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及所屬派出所冷氣等

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

設施及冷氣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豐濱分駐所

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瑞穗分駐所冷氣等

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設施及冷氣

等設備工程，陳長明-追10  葉鯤璟-追8，2人13案，總計

花蓮縣(108.6.20核銷) 4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約

公開取得  逕洽

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興勝企業社

黃上科建築師事務所

劉曉玫 大同村內候車亭設施工程(NO.追39) 光復鄉(108.05.28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盛木土木包工業

劉曉玫

花蓮縣警察局(鳳禮里)監視系統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

警察局(鳳禮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主力里)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慶豐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

警察局(大進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劉曉玫-追33、追39、鄭乾

龍-追47，2人6案，總計1236998元整】

花蓮縣(108.06.18核銷) 8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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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玫 純柑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追33) 玉里鎮(108.07.16核銷) 1,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限制性招標 億隆營造有限公司

潘富民

東豐里東豐竹林農路改善工程及東豐里農路(竹林段)

道路改善工程等2件工程【核定名：東豐里農路(竹林

段)道路改善工程，(陳英妹-追5、潘富民-追6，2人2案，總

計495,711元整】

玉里鎮(108.6.6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昇順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追35) 花蓮縣(108.02.25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通大工程行



鄭乾龍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追14) 花蓮縣(108.02.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德堡土木包工業

鄭乾龍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11案
【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

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鄭乾龍-73、張正智-72、徐

雪玉-68、李秋旺-65、林宗昆-49、鄭乾龍-49、許淑銀-3、李秋

旺-1、施金樹-1、施慧萍-1、游淑貞-1，9人11案，總計2431237

元整】

花蓮縣(108.04.09核銷) 32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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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25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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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福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22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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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等四件
【核定名：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併賴進

坤、鄭乾隆-43、施金樹、張正治-46，4人4案，總計391613元整】

花蓮市(108.05.2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萬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賴進坤 水璉村7鄰排水涵管改善工程(NO.1) 壽豐鄉(108.03.29核銷) 3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取得 大鵬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馬錫山南段道路及擋土牆設施改善工程(NO.59) 光復鄉(108.03.29核銷) 1,6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招標 連順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東昌村)、(吉安村)、(北埔村)、(福興

村)、(壽豐村)及(鹽寮村)共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北埔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鄭

乾龍、徐雪玉-52、林秋美-43、鄭乾龍、邱永双-57，5人7案，總

計2803410元整】

花蓮縣(108.04.12核銷) 57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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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干城村)、(順安村)、(宜昌村)及

(太昌村明義七街)等4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

名：花蓮縣警察局(干城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宜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太昌村明義七街)監

視系統設備工程，併賴進坤-78、張正治-77、81，2人4案，總計

1140031元整】

花蓮縣(108.05.03核銷) 68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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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進坤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等四件
【核定名：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3巷柏油路面改善工程，併賴進

坤、鄭乾隆-43、施金樹、張正治-46，4人4案，總計391613元整】

花蓮市(108.05.2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萬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賴進坤 康樂村路面改善工程(NO.追43) 新城鄉(108.6.25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元順土木包工業



賴進坤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瑞穗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併笛布斯-追5、

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3、謝國榮-追9、徐雪

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5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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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火調科空拍機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

名：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空拍機設備工程，併黃振富-54、謝國

榮-52，2人2案，總計2368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中山攝影社、彩星應

用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室設施改善

工程等3案【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地下

室設施改善工程，併謝國榮-1,林宗昆-1,楊文值-8，3人3案，總計

581108元整】

花蓮縣(108.05.09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公開招標 得寶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仁和村)等17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

定名：花蓮縣警察局(民運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

(國強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國富里)監視系統設備

工程，併笛布斯-追5、賴進坤、李秋旺、徐雪玉-追2、張正治-追

3、謝國榮-追9、徐雪玉-其1、黃振富-追17，7人17案，總計

3993408元整】

花蓮縣(108.06.28核銷) 75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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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忠亮

花蓮縣警察局清槍筒設備工程等6案【核定名：花蓮縣警

察局清鎗筒設備工程，併黃振富-追33、蘇忠亮-追33、莊枝財-追

25、陳長明-追10、林秋美-追9、葉鯤璟-追8，6人6案，總計

742500元整】

花蓮縣(108.02.25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限制性招標 山泉源企業有限公司

蘇忠亮
古風村秀巒部落農路改善工程等2項工程【核定名：

古風村秀巒部落農路改善工程、太平村中興部落農路改

善工程，併蘇忠亮-追27，1人2案，總計424,677元整】

卓溪鄉(108.3.5核銷) 4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限制性招標 台旭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太平村中平段農路改善工程等3項工程【核定名：太

平村中平段農路改善工程、卓溪村上部落排水溝改善工

程、立山村立山段農路改善工程，蘇忠亮-追44，1人3案

，總計673,443元整】

卓溪鄉(108.4.10核銷) 710,5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昌拓土木包工業

蘇忠亮

秀巒部落擋土牆改善工程等15項工程【核定名：古風

村部落護欄設施工程、古風部落擋土牆改善工程、秀巒

部落擋土牆改善工程 、立山村第2鄰簡易自來水設施及

第5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立山村擋土牆改善工程、卓

溪鄉各村農路改善工程、卓樂部落青年活動運動場設施

改善工程、立山村第8鄰擋土牆改善工程、立山村山里段

農路鋪設水泥路面改善工程、立山村山里部落排水溝改

善工程、立山村立山段農路鋪設水泥路面改善工程、卓

溪村及卓清村排水溝改善工程、卓清部落古風段農灌PE

桶改善工程 、卓溪村卓溪段農路鋪設水泥路面改善工

程、卓清村清水部落青年活動場所改善工程，併蘇忠亮-

45、85，1人15案，總計2008713元整】

卓溪鄉(108.8.5核銷) 2,354,5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章昌營造有限公司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