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10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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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13,973

張峻 中正國小多功能教室設施改善工程(NO.9) 花蓮市(108.03.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力聚工程行

張峻 鳳義里里辦公處冷氣等設備工程(NO.15) 鳳林鎮(108.03.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光電器行

張峻 鳳林國小飲水機等設備工程(NO.14) 鳳林鎮(108.04.09核銷) 93,37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賀眾股份有限公司

張峻 鳳林鎮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10) 鳳林鎮(108.04.0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盈彩國際有限公司

張峻 大安村村辦公處高壓洗淨機等設備工程(NO.38) 光復鄉(108.05.20核銷)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晨暘農機行

張峻 卓溪鄉公所布農部落床架等設備工程(NO.31) 卓溪鄉(108.05.3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全行

張峻 明利國小C棟教室電子看板設備工程(NO.47) 萬榮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張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志學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NO.33)
花蓮縣(108..08.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

鑫立企業社、尚美家

具行、百裕電業有限

公司

張峻 卓溪鄉公所宿舍周邊環境排水工程(NO.31) 卓溪鄉(108.08.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基工程有限公司

張峻 萬榮國中割草機設備工程(NO.追1) 花蓮縣(108.11.11核銷)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中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張峻 鳳智里里辦公處煙霧機設備工程(NO.追1) 鳳林鎮(108.11.25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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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峻 大榮國小涼亭設施改善工程(NO.追1) 鳳林鎮(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晴惠盛企業社

張峻
大富社區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大

富社區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大興社區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

工程，併張峻-追1，1人2案，總計138000元整】

光復鄉(108.12.13核銷) 1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金昊工程行

張峻 花蓮市文學步道整修工程(NO.15) 花蓮市(108.12.19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俊昆土木包工業

張峻 大安村內綠美化工程(NO.追21) 光復鄉(108.1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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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NO.追1) 花蓮縣(108.12.24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張峻 山興里文山路路燈工程(NO.追16) 鳳林鎮(108.12.30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元帥水電工程企業有

限公司

張峻 玉里鎮公所辦公桌椅等設備工程(NO.追1) 玉里鎮(109.01.03核銷)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傢俱行

張峻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不斷電系統設備工程

(NO.追56)
花蓮縣(109.01.07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欣辰通訊有限公司

張峻
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等2案
【核定名：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蔡啟塔-52、張峻-27

，2人2案，總計484,731元整】

瑞穗鄉(108.11.27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張峻 鳳林國小學生藝文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34) 鳳林鎮(108.12.23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林國民

小學
公開招標 辰政營造有限公司

潘月霞 富里鄉公所飲水機等設備工程(NO.5) 富里鄉(108.03.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連億鐵櫃傢俱行、宏邦

電訊有限公司、富麗電

器行、豪星工業有限公

司

潘月霞 富里鄉公所樓梯扶手設施改善工程(NO.5) 富里鄉(108.03.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力盛企業社

潘月霞 富里鄉戶政事務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18) 富里鄉(108.04.10核銷) 99,48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源城國小操場改善工程(NO.25) 玉里鎮(108.05.20核銷) 98,808 其他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逕洽廠商 禹誠企業有限公司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電腦設備工程(NO.5) 花蓮縣(108.05.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中錸科技



潘月霞 大禹里酸柑活動中心手提電腦等設備工程(NO.8) 玉里鎮(108.06.18核銷)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NO.1) 花蓮縣(108.06.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

潘月霞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玉里分隊戶外洗手台設施工

程(NO.22)
花蓮縣(108.06.25核銷) 1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潘月霞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玉里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NO.22)
花蓮縣(108.07.0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NO.1) 花蓮縣(108.07.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瑞穗鄉老人會館文康中心電動按摩椅設備工程

(NO.11)
瑞穗鄉(108.07.24核銷) 133,6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奕捷企業社

潘月霞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電話總機設備工程

(NO.22)
花蓮縣(108.08.06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淂立科技有限公司

潘月霞 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NO.43) 瑞穗鄉(108.08.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泰水電行

潘月霞 嘉里國小健康智慧黑板等設備工程(NO.86) 新城鄉(108.09.12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公開招標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潘月霞 北埔國小健康智慧黑板等設備工程(NO.75) 新城鄉(108.09.12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公開招標 台敏企業社

潘月霞 萬榮鄉公所廳舍OA辦公設備工程(NO.追3) 萬榮鄉(108.09.16核銷) 97,75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飛霖實業有限公司

潘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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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潘

月霞-1、高小成-26，2人2案，總計227289元整】

花蓮縣(108.09.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潘月霞 豐裡國小健康智慧黑板等設備工程(NO.75) 壽豐鄉(108.09.23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公開招標 華瑛科技有限公司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NO.16) 花蓮縣(108.10.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NO.83) 花蓮縣(108.10.1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潘月霞

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擴大機設備工程等2案
【核定名：花蓮縣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擴大機設備工程、花蓮縣

消防局玉里備援中心廣播主機設備工程，併潘月霞-22，1人2案，

總計182000元整】

花蓮縣(108.10.16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公開取得 淂立科技有限公司

潘月霞

舞鶴村1鄰道路改善工程等8案【核定名：瑞祥村農

路改善工程、鶴岡村農路改善工程，併陳英妹-1、

8；王燕美15；潘月霞-18，3人8案，總計1009356元

整】

瑞穗鄉(108.10.29核銷)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金玉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中城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追31) 玉里鎮(108.11.01核銷) 99,782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東豐里竹林農路改善工程(NO.38) 玉里鎮(108.11.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昇順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東豐里竹林農路改善工程(NO.22) 玉里鎮(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昇順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玉里分局辦公室OA等設備工程

(NO.追16)
花蓮縣(108.12.06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潘月霞 玉里鎮忠仁路排水溝改善工程(NO.追30) 玉里鎮(108.12.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觀音里高寮農路改善工程(NO.追35) 玉里鎮(108.12.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泰昌里北平街道路護欄美化工程(NO.追35) 玉里鎮(108.12.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德工程行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大禹派出所廳舍屋頂漏水改

善工程(NO.追30)
花蓮縣(108.12.16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鈺里室內裝修工程行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三民派出所車庫路面改善工

程(NO.追30)
花蓮縣(108.12.17核銷) 3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松浦農路改善工程(NO.追30) 玉里鎮(108.12.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富里分駐所水溝改善工程

(NO.追30)
花蓮縣(108.12.24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羅山村2鄰道路護欄改善工程(NO.追33) 富里鄉(108.12.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樂合派出所粉刷美化工程

(NO.追30)
花蓮縣(108.12.24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NO.追33) 花蓮縣(108.12.27核銷)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立源音響企業社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音響等設備工程(NO.追37) 花蓮縣(108.12.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立源音響企業社

潘月霞
玉里鎮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玉里

鎮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併潘月霞-11、黃玲蘭-

10、陳英妹-18，3人3案，總計1200000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騰龍營造有限公司

潘月霞 大禹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追40) 玉里鎮(108.12.27核銷) 99,204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潘月霞
大禹國小舊大樓粉刷美化工程等2案【核定名：大禹

國小舊大樓粉刷美化工程，併潘月霞、黃玲蘭-追40

，2人2案，總計198900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公開招標
金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潘月霞

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等7案【核定名：鶴岡村11鄰產

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26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10鄰產

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屋拉力部落農路改善工程、鶴岡村產業

道路改善工程，併陳英妹-13、27、哈尼．噶照-35、潘月霞-43，2

人7案，總計788000元整】

瑞穗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玉里鎮公所電腦設備工程(NO.追18) 玉里鎮(109.01.03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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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月霞 玉里鎮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11) 玉里鎮(109.01.03核銷)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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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月霞 花蓮縣警察局(瑞祥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5) 花蓮縣(109.01.03核銷)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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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月霞 苓雅聚會所鐵門改善工程(NO.追30) 玉里鎮(109.01.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源城里截水溝改善工程(NO.追22) 玉里鎮(109.01.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中城里道路改善工程(NO.追35) 玉里鎮(109.01.07核銷) 91,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永發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春日里18鄰農路擋土牆改善工程(NO.追3) 玉里鎮(109.01.09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永豐國小校園水電改善工程(NO.19) 富里鄉(108.03.26核銷) 95,96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源凱水電工程行



王燕美 大禹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4) 玉里鎮(108.04.09核銷)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逕洽廠商 譽峰工程行

王燕美 玉里國中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NO.2) 玉里鎮(108.04.10核銷) 6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6.26核銷) 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一元鋁門窗

王燕美 學田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19) 富里鄉(108.07.10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公開取得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冷氣設備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7.12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益發電器行

王燕美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洗衣機設備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7.17核銷)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王燕美 觀音里的193線旁凹凸鏡裝設工程(NO.15) 玉里鎮(108.08.27核銷)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冠龍行

王燕美 學田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富里鄉(108.09.11核銷) 22,400 其他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勸學書店

王燕美 中城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玉里鎮(108.09.12核銷) 38,8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顏色貞觀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王燕美 玉里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玉里鎮(108.09.23核銷) 37,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勸學書店

王燕美 富里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富里鄉(108.10.14核銷) 32,8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勸學書店

王燕美 中城國小圍牆改善工程(NO.46) 玉里鎮(108.10.21核銷) 99,045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富里國中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富里鄉(108.10.29核銷) 15,26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逕洽廠商
尚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王燕美 永豐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追9) 富里鄉(108.10.25核銷) 21,4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勤學書店

王燕美
舞鶴村1鄰道路改善工程等8案【核定名：富興村排

水溝設施工程，併陳英妹-1、8；王燕美15；潘月霞-

18，3人8案，總計1009356元整】

瑞穗鄉(108.10.29核銷) 4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金玉土木包工業



王燕美
觀音里高寮多功能活動中心籃球架設備工程(NO.追

29)
玉里鎮(108.12.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上水企業社

王燕美 瑞穗國中校園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46) 瑞穗鄉(108.12.2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永盛發電材料有限公

司

王燕美 瑞穗國中飲水機設備工程(no.46) 瑞穗鄉(108.12.23核銷) 92,76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玉山淨水企業

王燕美 瑞穗國中電話通信系統設備(no.46) 瑞穗鄉(108.12.23核銷) 99,875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

田韻馨 北埔國小文化台屋頂防水改善工程(追50) 新城鄉(108.12.23核銷) 55,086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田韻馨 北埔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追46) 新城鄉(108.12.23核銷) 96,251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田韻馨 新城鄉立圖書館照明等設施改善工程(追47) 新城鄉(108.12.23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佶勝工程行

田韻馨 新城國中製冰機等設備工程 (追50) 新城鄉(108.12.23核銷)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玉山淨水社等

田韻馨 新城鄉立環殯所辦公OA等設備工程(追47) 新城鄉(108.12.23核銷) 16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契約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等

田韻馨 順安村活動中心旁體健設施工程(追56) 新城鄉(109.01.02核銷) 7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田韻馨 舊河道公園設施改善工程(追47) 新城鄉(109.01.02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昱峰工程行

田韻馨 樹林腳活動中心AED設備工程(追47) 新城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立遠生醫股份有限公

司

田韻馨 嘉里村路燈工程(追47) 新城鄉((109.01.09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田韻馨 北三棧社區路燈工程(追47) 新城鄉(109.01.09(核銷) 1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吳東昇 中正國小多功能教室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4.11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共約 葉氏企業



吳東昇 中華國小職務宿舍設施改善暨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5.1核銷) 139,036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共約/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

公司

花東帆布鐵架行

吳東昇
花蓮縣消防局電腦等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消防

局電腦等設備工程，吳東昇-13  邱光明-15，2人2案，

總計887,112元整】

花蓮縣(108.5.8核銷) 7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吳東昇 忠孝國小拖把清洗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5.21核銷) 2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最有利

標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

吳東昇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攝影機等設備工

程
花蓮縣(108.5.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向達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吳東昇 中原國小校門排水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5.27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取得 振輝土木包工業

吳東昇 吉安國小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8.6.5核銷) 206,314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取得 鴻耀企業社

吳東昇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8.6.17核銷) 17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吳東昇 信義國小北側排水改善工程(NO.19) 花蓮市(108.07.11核銷) 3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公開取得 奧林匹亞企業社

吳東昇 萬寧國小電腦設備工程(追加-9) 富里鄉(108.9.9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寧國小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吳東昇 中正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追加-26) 花蓮市(108.10.15核銷) 1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金連盛企業社

吳東昇
民勤里公有行道樹等綠美化工程、花蓮市區行道樹

綠美化工程【核定名：花蓮市區行道樹綠美化工程，謝

國榮-1、吳東昇-36 ，2人2案，總計383,489元整】

花蓮市(108.10.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限制性招標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吳東昇
明廉國小遊樂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明廉國小遊樂

設施改善工程，吳東昇、張美慧、林宗昆-39，3人3案，

總計1,000,000元整】

花蓮市(108.11.6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招標-最有

利標
勝欣企業社

吳東昇 吉安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N0.7) 吉安鄉(108.08.23核銷) 93,68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民小學 公開招標
蓮躍景觀 設計有限公

司

吳東昇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追35) 花蓮市(108.12.24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吳東昇 花蓮市區路樹綠美化工程(追47) 花蓮市(109.01.03核銷) 59,16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吳建志
月眉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月眉國小

冷氣等設備工程，併徐雪玉-14、吳建志-20，2人2案

，總計680605元整】

壽豐鄉(108.06.10核銷) 3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吳建志 吉安國小冷氣供電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4.12核銷) 76,5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韡立工程行

吳建志 大進國小洗手臺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8.4.12核銷) 99,283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照芳工程行

吳建志 吉安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4.23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吳建志 吉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5.6核銷) 206,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吳建志 大進國小教室紗門改善工程 光復鄉(108.5.9核銷) 75,6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瑋程鋁門窗企業社

吳建志 平和國小辦公室置物櫃設備工程 壽豐鄉(108.5.1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吳建志 平和國小器材室鐵皮屋頂及地板改善工程 壽豐鄉(108.5.15核銷)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慈光工程行

吳建志 明利國小C棟教室排水改善工程 萬榮鄉(108.5.21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吳建志 自強國中無障礙停車位遮雨棚新建工程 花蓮縣(108.5.21核銷) 270,700 其他公共工程 自強國中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吳建志 大進國小機（腳）踏車棚設施改善工程 光復鄉(108.5.21核銷) 96,776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逕洽廠商 照芳工程行

吳建志
光華國小LED燈具設施工程【核定名：光華國小LED燈

具設施工程，林源富-20，吳建志 葉鯤璟-25，3人3案，總

計427,500元整】

吉安鄉(108.5.31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公開取得 瑋辰企業社

吳建志 吉安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6.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東資企業社

吳建志 吉安國中飲水機設備工程(NO.20) 花蓮縣(108.6.11核銷) 21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東資企業社

吳建志 國慶里路燈改善工程(NO.26) 花蓮市(108.08.15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諭潔企業社



吳建志 吉安鄉立圖書館戶外造型設施工程(no.40) 吉安鄉(108.09.06核銷) 9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和信築夢工坊

吳建志 林榮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加26) 鳳林鎮(108.10.0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林榮國小 共同契約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吳建志 北昌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追26) 吉安鄉(108.10.21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義一工程行

吳建志 大進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追26) 光復鄉(108.10.21核銷) 7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共同契約 東資企業社

吳建志 吉安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20) 吉安鄉(108.10.21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吳建志 吉安國小置物櫃設備工程 (追26) 吉安鄉(108.11.13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青葉廚具

吳建志 大榮國小校園環境設施改善工程(追加34) 鳳林鎮(108.11.12核銷)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向元工程行

吳建志
宜昌國中樂器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宜昌國中樂

器設備工程，併林源富、周駿宥-追26、吳建志-追28

，3人3案，總計400000元整】

吉安鄉(108.12.15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五項樂器有限公司

吳建志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水源派出所鐵門等設施改善

工程(追37)
花蓮縣(108.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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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文 新城鄉轄內聚會所周邊設施工程(NO.16) 新城鄉(108.05.03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李正文 化仁國小教學大樓走廊粉刷美化工程(NO.39) 吉安鄉(108.06.05核銷) 99,782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冠陞工程行

李正文 水璉國小教師宿舍改善工程(NO.25) 壽豐鄉(108.06.18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李正文 民孝里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58) 花蓮市(108.06.21核銷) 3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李正文 宜昌國小中高年級電腦設備工程(NO.追38) 吉安鄉(108.12.10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李正文 花蓮市內行道樹綠美化工程(NO.85) 花蓮市(108.12.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連利工程行



李正文 中華國小游泳池環境改善工程(NO.追54) 花蓮市(108.12.3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

李正文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美崙派出所電腦設備工程

(NO.追19)
花蓮縣(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錸科技

李正文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核定名：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楊華美-34、

黃馨-24 、張美慧-45、李正文-59，4人4案，總計641,109元

整】

花蓮市(108.10.2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韡力工程行

李正文 南昌村文化12街排水等改善工程(no.81) 吉安鄉(108.09.19核銷) 117,53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李正文 山里農路改善工程(no.58) 卓溪鄉(108.09.20核銷) 34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 昌拓土木包工業

李正文 花蓮縣警察局(嘉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73) 花蓮縣(108.11.15核銷) 220,19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李正文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追19) 花蓮縣(108.11.1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李正文 新城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11.15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哈魯密企業社

李正文 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二隊電視等設備工程(追19) 花蓮縣(108.11.15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台灣銀行

李正文 順安部落聚會所周邊擋土牆新建工程(追14) 新城鄉(108.11.18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永順土木包工業

李正文 明恥國小樂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追28) 花蓮市(10812.24核銷) 256,63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共同契約 葉氏企業

李秋旺 民權里活動中心沙發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3.2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約/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吉安國小擴音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4.9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東威企業社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彩色雷射印表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31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有限公司

昇宏資訊

李秋旺 花蓮市公所音響設備工程(NO.43) 花蓮市(108.06.28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52)
花蓮縣(108.8.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明昌工程行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搶救科器材室除濕機設備工程(NO.87) 花蓮縣(108.10.4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台灣板東有限公司

李秋旺

民勤里中美三街46巷道路改善工程、國光里路面改

善工程【核定名：民勤里中美三街46巷道路改善工

程，謝國榮-1、李秋旺-10 ，2人2案，總計297,461元

整】

花蓮市(108.1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天譽營造有限公司

李秋旺 北埔村民生路82巷道路排水設施改善工程(NO.31) 新城鄉(108.11.11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永順土木包工業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仁里村、北昌村及主權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仁里

村、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主權里)監視系

統設備工程等2案，總計1211797元整】(NO.21)

花蓮縣((108.08.21核銷) 62,42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國風里)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8) 花蓮縣(10812.24核銷) 121,54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冷氣設備工程(追41) 花蓮縣(10812.24核銷) 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第五組多功能交通資訊顯示

螢幕設備工程(追41)
花蓮縣(109.01.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崧浩科技有限公司

李秋旺
花蓮市區路燈工程等2案【核定名：花蓮市區路燈工

程，李秋旺200萬併張政治50萬，計250萬】(追6)
花蓮市(109.01.03核銷) 2,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李秋旺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電腦等設備工程(追41) 花蓮縣(109.01.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中錸科技

李秋旺 花蓮縣消防局和仁分隊電視等設備工程(no.65) 花蓮縣(109.01.08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契約 淂立科技有限公司等

周駿宥 銅門國小割草機等設備工程(NO.50) 秀林鄉(108.05.22核銷) 97,2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南太五金行

周駿宥 銅門國小教育大樓隔熱改善工程(NO.50) 秀林鄉(108.06.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

周駿宥
七腳川多功能部落活動中心男廁增設馬桶工程

(NO.35)
吉安鄉(108.06.18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澤鈥企業社



周駿宥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NO.52) 吉安鄉(108.06.25核銷) 94,08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長陽工程行

周駿宥 新城鄉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26) 新城鄉(108.06.26核銷) 95,8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華企業社

周駿宥 新城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53) 新城鄉(108.07.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志信企業社

周駿宥 吉安鄉公所屋頂防水處裡設施工程(NO.26) 吉安鄉(108.08.06核銷) 99,7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譽建土木包工業

周駿宥 中華國小教師宿舍設施改善及冷氣設備工程(NO.75) 花蓮市(108.08.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靖禾工程行

周駿宥 稻香國小耕讀樓粉刷美化工程(NO.75) 吉安鄉(108.08.20核銷)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聯亞油漆工程行

周駿宥
宜昌國中樂器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宜昌國中樂

器設備工程，併林源富、周駿宥-追26、吳建志-追28

，3人3案，總計400000元整】

吉安鄉(108.12.13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五項樂器有限公司

周駿宥 吉安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5) 吉安鄉(108.12.17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周駿宥 新城村興田社區候車亭設施工程(NO.追52) 新城鄉(108.12.2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惠勝土木包工業

周駿宥 化仁國小西棟大樓外牆磁磚設施改善工程(NO.追42) 吉安鄉(108.12.24核銷) 50,403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健弘工程行

周駿宥 吉安鄉立圖書館全彩LED字幕機設備工程(NO.追37) 吉安鄉(108.12.27核銷) 8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創奕科技實業

周駿宥 宜昌國小電腦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53) 吉安鄉(109.01.03核銷)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公開招標

逕洽廠商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金昊工程行

玉景行

隆承水電工程行

周駿宥 吉安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39) 吉安鄉(108.09.05核銷) 5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民小學 公開招標 臥雲土木包工業

周駿宥 花蓮東大門各省一條街拱門設施改善工程(追4) 花蓮縣(108.10.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本府觀光處 逕洽廠商 晶采節能光電科技

周駿宥 佳民村、三棧部落路燈工程(no73) 新城鄉(108.10.4核銷) 92,12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周駿宥 南華國小樂器等設備工程(追26) 吉安鄉(108.10.4核銷) 99,19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周駿宥 吉安鄉福興七街路燈工程 (no.61) 吉安鄉(108.10.4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周駿宥 宜昌國小低年級電腦設備工程 (追26) 吉安鄉(108.10.4核銷) 149,52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周駿宥 明恥國小樂器設備工程(追9) 花蓮市(108.11.11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公開招標 五項樂器有限公司

周駿宥
新城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新城鄉公

所音響設備工程，周駿宥72萬併李正文17萬，計89

萬】(no48)

新城鄉(108.11.15核銷) 8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哈魯密企業社

周駿宥 吉安鄉公所(調解委員會)電視等設備工程(追25) 吉安鄉(108.11.14核銷) 32,81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契約 東資企業社 葉氏企業

周駿宥 榮安公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4) 吉安鄉(108.11.22核銷) 91,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和坤企業社

林宗昆 壽豐國中學籍檔案儲存櫃設施工程 花蓮縣(108.5.6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豐田走廊企業社

林宗昆 佳民國小風雨教室文字跑馬燈設備工程 秀林鄉(108.5.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舞台燈光設施工程 富里鄉(108.5.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威盛企業社

林宗昆 吉安國中校舍牆面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8.5.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逕洽廠商 金源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花蓮市第三聯合里音響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5.23核銷) 7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災害防救玉里備援中心LED跑馬燈設

備工程
花蓮縣(108.5.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淂立科技有限公司

林宗昆 康樂國小校門改善工程(NO.24) 新城鄉(108.6.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林宗昆 明恥國小校園圍牆設施改善工程(NO.39) 花蓮市(108.6.17核銷) 98,22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開富企業社



林宗昆 復興國小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NO.59) 花蓮市(108.6.17核銷) 4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辦公桌電腦櫥

櫃設施工程(NO.5)
花蓮縣(108.07.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雅比斯工程行

林宗昆 溪口國小綠美化工程(NO.59) 壽豐鄉(108.07.11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逕洽廠商 東昇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設施改善工程(NO.29) 花蓮縣(108.07.1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華名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第二組電話交換機等設備工

程(NO.22)
花蓮縣(108.7.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韋誠通訊科技行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NO.43)
花蓮縣(108.7.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NO33)
花蓮縣(108.7.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錸科技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採證實驗桌等設備工

程(NO.22)
花蓮縣(108.8.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中錸科技

新南興工業原料儀器

行  奇群企業社

林宗昆 中原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追加-5) 花蓮市(108.9.12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金連盛企業

林宗昆
北昌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北昌國小

遊樂器材設備工程，林宗昆、賴國祥-59 ，2人2案，總計

915,000元整】

吉安鄉(108.9.11核銷) 699,6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追加-12) 花蓮市(108.9.16核銷) 83,60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林宗昆 化仁國中棒球隊打擊圍網設施改善工程(NO.59) 花蓮縣(108.9.19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逕洽廠商 億宏大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置物架收納組等設備工程(追加-3) 花蓮縣(108.9.23核銷) 94,92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統好裝潢行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和仁分隊電腦等設備工程(NO.58) 花蓮縣(108.9.24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單槍投影機設備工程(追加-

4)
花蓮縣(108.10.4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雙鏡組相機等設備工程(追加-3) 花蓮縣(108.10.4核銷) 97,74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  焦點沖印行

林宗昆 西林國小多功能繪圖機設備工程(NO.50) 萬榮鄉(108.10.9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林宗昆 吉安戶政事務所車棚及圍牆設施改善工程(追加25) 吉安鄉(108.10.23核銷) 98,7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龍聲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明恥國小幼兒園粉刷美化工程(追加-15) 花蓮市(108.10.29核銷) 99,043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樹億興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山派出所電腦等設備工程

(追加-3)
花蓮縣(108.10.2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綠育企業社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火災證明線上申請管理系

統資料庫（伺服器）設備工程(追加-4)
花蓮縣(108.11.1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宗昆
明廉國小遊樂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明廉國小遊樂

設施改善工程，吳東昇、張美慧、林宗昆-39，3人3案，

總計1,000,000元整】

花蓮市(108.11.6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招標-最有

利標
勝欣企業社

林宗昆 明禮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59) 花蓮市(108.11.8核銷) 9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蓁莛園企業有限公司

林宗昆 佳民國小風雨教室投影機等設備工程(追加-26) 秀林鄉(108.11.11核銷) 247,646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偵查隊遠端監控監視攝影等

設備工程(追加-3)
花蓮縣(108.11.15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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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昆 順安社區牌樓設施改善工程(追加-3) 新城鄉(108.11.20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好康企業社

林宗昆 光華社區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追加-12) 吉安鄉(108.11.2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林宗昆 新城國小制球門設備工程(追34) 新城鄉(108.11.22核銷) 96,6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銳克體育用品

林宗昆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直立數位看板機

等設備工程(追12)
花蓮縣(108.12.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賀眾企業

林宗昆 吉安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追49) 吉安鄉(109.01.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鴻曜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火災證明線上申請管理系

統設備工程(追4)
花蓮縣(109.01.01核銷)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築夢園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

林源富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4.9核銷) 99,69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建德鑫工程有限公司

林源富 稻香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吉安鄉(108.5.9核銷)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勤翔工程行

林源富 稻香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支出收回) 吉安鄉(108.9.9核銷) 97,5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勤翔工程行

林源富 太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5.1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全格塗料有限公司

林源富 源城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玉里鎮(108.5.21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逕洽廠商 世欽工程行

林源富 福興村(舊)社區活動中心廚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5.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益冷凍行

林源富 北林國小圍牆粉刷改善工程 鳳林鎮(108.5.30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林國小 逕洽廠商 國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光華國小LED燈具設施工程【核定名：光華國小LED燈

具設施工程，林源富-20，吳建志 葉鯤璟-25，3人3案，總

計427,500元整】

吉安鄉(108.5.31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公開取得 瑋辰企業社

林源富 平和國小紅土跑道設施改善工程(NO.39) 壽豐鄉(108.6.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國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木製椅組等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8.6.6核銷)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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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源富 吉安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53) 花蓮縣(108.6.21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淨寶企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吉安鄉公所電子血壓計設備工程(NO.48) 吉安鄉(108.06.28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中興化工原料醫療器

材行

林源富 花蓮縣消防局冰箱設備工程(NO.22) 花蓮縣(108.07.12核銷) 1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吉安派出所攝影機等

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攝影機

等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攝影機等設備工

程，林源富-18，1人2案，總計194,260元整】

花蓮縣(108.7.17核銷)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仁里及東昌社區活動中心烘手機設備工程(NO.52) 吉安鄉(108.7.2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蕭氏企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吉安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NO.7及20) 吉安鄉(108.08.23核銷) 293,68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吉安鄉吉

安國民小學
公開招標

蓮躍景觀 設計有限公

司

林源富

花蓮縣鳳林國小學生藝文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等3

案【核定名：花蓮縣鳳林國小學生藝文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林源富100萬、鳳林國小學活動中心舞台地板改善工程，莊枝財50

萬、鳳林國小學生藝文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張駿50萬，總計

200萬元整】(no.19、24及34)

鳳林鎮(108.8.29核銷) 2,0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林國民

小學
公開招標 辰政營造有限公司

林源富 長良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77) 玉里鎮(108.9.2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順安村活動中心設施工程等2案【核定名：順安村活

動中心設施工程，林源富52萬，併黃振富43萬，總

計95萬元整】(no.8)

新城鄉(108.09.19核銷) 9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 錦鴻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北埔公墓懷恩堂設施改善工程(no.73) 新城鄉(108.09.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明泰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花蓮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no.

追10)
花蓮縣(108.10.02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文化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大榮國小綠美化工程(追5) 鳳林鎮(108.10.04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禾北企業社

林源富 花蓮市立殯儀館停柩室改善工程(追10) 花蓮市(108.10.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檜柚工程行

林源富
花蓮縣消防局圖書室設施改善暨書櫃等設備工程

(no.22)
花蓮縣(108.10.08核銷) 21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契約 大唐系統傢俱等

林源富 鳳禮里里辦公處煙霧機設備工程(no.追加14) 鳳林鎮(108.10.09核銷) 5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峰農藥行

林源富 長良國小擴音系統設備工程(追5) 玉里鎮(108.11.11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欣兌科技有限公司

林源富 化仁海堤景觀燈設施改善工程 (追18) 吉安鄉(108.11.11核銷) 99,8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林源富

稻香村活動中心前廣場改善及周邊綠美化工程等3案
【核定名：稻香村活動中心周邊綠美化工程，林源富8萬、稻香村

活動中心前廣場改善工程，黃振富12萬、稻香村活動中心前廣場

改善工程，黃馨52萬總計70萬元整】(no.33、40及43)

吉安鄉(108.11.11核銷) 7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全能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新城鄉清潔隊移動式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追4) 新城鄉(108.11.12核銷) 2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南華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追4)
花蓮縣(108.12.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淨寶企業

林源富 國慶里LED太陽能警示燈設施工程 (追18) 花蓮市(108.12.17核銷)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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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源富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冷氣設備工程(追14) 花蓮縣(108.12.17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淨寶企業社

林源富
宜昌國中樂器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宜昌國中樂

器設備工程，併林源富、周駿宥-追26、吳建志-追28

，3人3案，總計400000元整】

吉安鄉(108.12.17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公開取得 五項樂器有限公司

林源富 羅山村道路改善工程(追4) 富里鄉(109.01.0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昇順土木包工業

邱光明 順安村農路防撞桿設施工程 新城鄉(108.4.1核銷) 3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安道路器材有限公

司

邱光明 大漢村民有街中央分隔島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8.4.9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4.12核銷)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百達環保企業社

邱光明 順安村村辦公處沙發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4.12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和成木器行

邱光明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木製展示櫃設備及裝飾柱粉

刷工程
新城鄉(108.04.17核銷) 91,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新健土木包工業

邱光明 康樂村老人會館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8.4.2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村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8.4.3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邱光明
花蓮縣消防局電腦等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消防

局電腦等設備工程，吳東昇-13  邱光明-15，2人2案，

總計887,112元整】

花蓮縣(108.5.8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5.8核銷) 1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約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國中生活科技領域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5.15核銷)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割草機等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5.21核銷) 71,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周邊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8.5.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虹霖園藝

邱光明 順安村村辦公處OA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5.23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秀林國中原住民資源教室桌椅組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30核銷) 96,70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歐菲斯企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嘉里村福德公園健身器材設施工程 新城鄉(108.6.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邱光明 康樂社區百年老樹園區周邊綠美化工程(NO.33) 新城鄉(108.06.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內部廚房冷凍冰櫃等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06.20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益冷凍行

邱光明 嘉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53) 新城鄉(108.06.21核銷) 67,76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新城派出所OA辦公桌等設備

工程(NO.27)
花蓮縣(108.07.1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邱光明 花蓮縣消防局和平分隊擴音機等設備工程(NO.52) 花蓮縣(108.7.12核銷)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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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鋒企業社

邱光明 順安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8) 新城鄉(108.7.17核銷)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邱光明
北埔村樹林腳社區活動中心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NO.31)
新城鄉(108.7.29核銷)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錡峰通信行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8) 新城鄉(108.8.6核銷) 5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麥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邱光明
順安村農路路燈工程、新城村及順安村路燈工程等2

案照明設施工程【核定名：新城村及順安村路燈工程，

邱光明-27、 蔡啟塔-29，2人2案，總計491,902元整】

新城鄉(108.8.23核銷) 3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邱光明 北埔村村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NO.80) 新城鄉(108.9.26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昌玻璃行

邱光明 新城鄉老人會館休閒室冷氣設備工程(NO.84) 新城鄉(108.10.2核銷) 61,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邱光明 嘉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加-9) 新城鄉(108.10.4核銷) 74,808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大鼓等設備工程(NO.70) 新城鄉(108.10.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萬芳神桌佛俱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追加-19) 新城鄉(108.10.18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武聖食品機械企業

邱光明 康樂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NO.84) 新城鄉(108.10.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鉅佳室內裝修設計

邱光明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飲水機等設備工程(NO.31) 花蓮縣(108.11.6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東資企業社

正隆五金百貨

邱光明 嘉新村嘉新公園花架暨綠美化工程(追加-6) 新城鄉(108.11.1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邱光明 順安村活動中心紗門設施改善工程(追19) 新城鄉(108.12.17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協信鋁材行

邱光明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救助救援器材等設備工程

(no.74)
花蓮縣(108.12.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新發工程行等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追加41) 新城鄉(108.12.24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奕捷企業社

哈尼．噶照 花蓮市立殯儀館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44) 花蓮市(108.06.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維昌水電工程行

哈尼．噶照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富里分隊洗衣機等設備工程

(NO.54)
花蓮縣(108.07.02核銷) 3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亞洲行  葉氏企業



哈尼．噶照 泰昌里社區圍牆粉刷美化工程(NO.35) 玉里鎮(108.07.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德油漆行

哈尼．噶照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富里分隊車庫排煙機導流罩

設施改善工程(NO.54)
花蓮縣(108.07.22核銷) 4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玉長土木包工業

哈尼．噶照 春日里神農路8鄰22號前排水溝改善工程(NO.35) 玉里鎮(108.07.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德油漆行

哈尼．噶照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富里分隊給水設施改善工程

(NO.54)
花蓮縣(108.08.01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宸新成信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吉拉米代部落聚會所音響設備工程(NO.85) 富里鄉(108.08.2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盈彩國際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哈拉灣部落聚會所籃球場框架設施工程(NO.85) 玉里鎮(108.10.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加樂工程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安通及哈拉灣部落增設減速膠墊設施工程(NO.44) 玉里鎮(108.10.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加樂工程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鶴岡部落事務組長會議室暨產業技藝中心音響設備

工程(NO.35)
瑞穗鄉(108.10.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盛富音響

哈尼．噶照 屋拉力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44) 瑞穗鄉(108.10.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鈺湧企業社

哈尼．噶照 長良部落聚會所音響設備工程(NO.22) 玉里鎮(108.10.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正佳電器行

哈尼．噶照

大禹瑟冷部落音響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大禹瑟

冷部落音響設備工程、高寮部落音響設備工程、哈

拉灣部落音響設備工程，併哈尼．噶照-44，1人3案

，總計248850元整】

玉里鎮(108.10.16核銷) 2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取得 金昊工程行

哈尼．噶照
舞鶴村路燈工程等2案【核定名：舞鶴村路燈工程、

花64線增設路燈及反射鏡工程，併哈尼．噶照-85，1

人2案，總計117561元整】

瑞穗鄉(108.11.14核銷) 1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哈尼．噶照 長良部落聚會所設施工程(NO.44) 玉里鎮(108.11.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昱力工程行

哈尼．噶照
奇美國小辦公室OA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奇美

國小辦公室OA等設備工程，併簡智隆-追38、哈尼．

噶照-追46，2人2案，總計183000元整】

瑞穗鄉(108.12.02核銷)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宏宜企業社



哈尼．噶照 姆拉丁部落祭祀廣場音響設備工程(NO.追35) 富里鄉(108.12.13核銷) 1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盈彩國際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姆拉丁部落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 富里鄉(108.12.17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哈尼．噶照

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等7案【核定名：鶴岡村11鄰產

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26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10鄰產

業道路改善工程、鶴岡村屋拉力部落農路改善工程、鶴岡村產業

道路改善工程，併陳英妹-13、27、哈尼．噶照-35、潘月霞-43，2

人7案，總計788000元整】

瑞穗鄉(109.01.03核銷) 3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哈尼．噶照
松浦里宮前部落路燈工程等2案【核定名：松浦里宮

前部落路燈工程，併哈尼．噶照-追35、高小成-追49

，2人2案，總計73876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清惠水電工程行

哈尼．噶照
富興村村辦公處雷射多功能複合機設備工程(NO.追

45)
瑞穗鄉(109.01.03核銷)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哈尼．噶照 瑞北村村辦公處廣播系統等設備工程(NO.85) 瑞穗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哈尼．噶照
瑞穗鄉打馬煙醬菜館(舊瑞北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

程(no85)
瑞穗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哈尼．噶照 姆拉丁部落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追35) 富里鄉(109.01.02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壽豐國中自動閱卷讀卡掃描系統設備工程(NO.9) 壽豐鄉(108.03.13核銷) 8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懋騰科技有限公司

徐雪玉 平和國中校園綠美化工程(NO.19) 壽豐鄉(108.04.12核銷)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大磐工程行

徐雪玉 花蓮市公所社勞課電動機車設備工程(NO.1) 花蓮市(108.04.12核銷)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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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等3案【核定

名：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併葉鯤

璟-4、張懷文、徐雪玉-6，3人3案，總計323090元

整】

壽豐鄉(108.05.20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公開取得 隆鑫企業社

徐雪玉 志學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25) 壽豐鄉(108.05.20核銷)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上揚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徐雪玉 豐山國小地坪設施改善工程(NO.4) 壽豐鄉(108.05.22核銷) 398,682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綠邑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志學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5)
花蓮縣(108.0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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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玉 壽豐鄉衛生所桌球桌設備工程(NO.52) 壽豐鄉(108.05.29核銷) 34,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來來體育教育用品社

徐雪玉 吉安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33) 吉安鄉(108.05.31核銷) 2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海棠事業社

徐雪玉
月眉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月眉國小

冷氣等設備工程，併徐雪玉-14、吳建志-20，2人2案

，總計680605元整】

壽豐鄉(108.06.10核銷) 340,605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徐雪玉 壽豐國小文康中心西水塔設施改善工程(NO.39) 壽豐鄉(108.06.10核銷) 94,39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昕盈工程行

徐雪玉 池南村15鄰池志產業道路邊溝改善工程(NO.38) 壽豐鄉(108.07.22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福順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豐裡村村內環境暨排水溝改善工程(NO.43) 壽豐鄉(108.07.18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阜昌工程行

徐雪玉 鹽寮橄樹腳27之1號農路改善工程(NO.48) 壽豐鄉(108.08.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大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壽豐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33) 壽豐鄉(108.08.20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徐雪玉 豐坪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72) 壽豐鄉(109.01.03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照明設施改善工

程(N0.48)
花蓮縣(108.08.14核銷) 79,06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慧昇企業社

徐雪玉 米棧村村辦公處割草機等設備工程(NO.43) 壽豐鄉(108.09.03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源農機行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等3案(北昌村、國風里、月眉村、豐

山村、豐裡村及豐坪村等6件)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NO.8)

花蓮縣(108.12.17核銷) 1,771,32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徐雪玉 壽豐國中活動中心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60) 壽豐鄉108.09.02(核銷)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壽豐國

民中學
逕洽廠商 照登水電工程行

徐雪玉 志學村村辦公處割草機等設備工程(no.60) 壽豐鄉(108010.08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廣源農機行



徐雪玉 鹽寮村村辦公處鏈鋸等設備工程(no64) 壽豐鄉(108.12.17核銷) 3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忠興五金水電材料行

徐雪玉 花蓮縣警察局保安科OA辦公設施工程(No.60) 花蓮縣(108.12.17核銷) 2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徐雪玉 志學村村內環境及路面改善工程(no.60) 壽豐鄉(108.12.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高小成 太平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NO.30) 卓溪鄉(108.05.0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高小成 崙山國小乘座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28) 卓溪鄉(108.05.14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崙山國小 逕洽廠商 興農行

高小成 見晴國小辦公室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28) 萬榮鄉(108.05.20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高小成 立山國小教室門窗設施改善工程(NO.25) 卓溪鄉(108.05.29核銷)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立山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高小成
伊入柑布農部落(崙天遊憩區)床架等設備工程

(NO.49)
卓溪鄉(108.06.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全行

高小成 卓樂國小民族教育資源教室冷氣設備工程(NO.25) 卓溪鄉(108.06.1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樂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高小成 古風國小木紋地板設施改善工程(NO.25) 卓溪鄉(108.06.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高小成 太平國小紅土跑道設施改善工程(NO.25) 卓溪鄉(108.06.25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奧林匹亞企業社

高小成 古風國小窗簾設施改善工程(NO.25) 卓溪鄉(108.07.04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順發鋁門窗公司

高小成
伊入柑布農部落(崙天遊憩區)冷氣等設備工程

(NO.49)
卓溪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高小成 卓溪鄉公所GIS查報定位系統設備工程(NO.58) 卓溪鄉(108.07.18核銷)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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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成
卓溪國小輔導教室冷氣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

(NO.25)
卓溪鄉(108.07.24核銷) 98,4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詠暉水電工程行



高小成 伊入柑布農部落投影機等設備工程(NO.49) 卓溪鄉(108.08.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前極視聽音響

高小成 卓清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NO.25) 卓溪鄉(108.08.06核銷) 99,8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清國小 逕洽廠商 世紀造林行

高小成 卓楓國小原住民資源教室視聽系統設備工程(NO.25) 卓溪鄉(108.08.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逕洽廠商 立源音響企業社

高小成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三民分隊設施改善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8.2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宸新成信有限公司

高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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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潘

月霞-1、高小成-26，2人2案，總計227289元整】

花蓮縣(108.09.17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高小成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電熱水器等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8.10.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佳圻企業社、盛和農

機行

高小成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洗衣機等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8.10.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高小成 玉里國中高速油印機設備工程(NO.追26) 玉里鎮(108.10.29核銷) 1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高小成
卓溪鄉伊入柑布農部落(崙天遊憩區)音響等設備工程

(NO.追22)
卓溪鄉(108.11.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興電器行

高小成 富世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追26) 秀林鄉(108.11.12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逕洽廠商 偉能企業社

高小成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遮雨棚等設施工程(NO.49) 花蓮縣(108.12.02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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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成
卓溪鄉伊入柑布農部落(崙天遊憩區)步道等設施工程

(NO.追22)
卓溪鄉(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拖船架設施及救難器材設備

工程(NO.追18)
花蓮縣(108.1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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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茂工具行

高小成 花蓮縣消防局卓溪分隊熱水器設備工程(NO.追18) 花蓮縣(108.12.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上好水電工程行

高小成 松浦農路改善工程(NO.追25) 玉里鎮(108.12.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卓清村村內綠美化工程(NO.追29) 卓溪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世紀造林行

高小成
松浦里宮前部落路燈工程等2案【核定名：松浦里宮

前部落路燈工程，併哈尼．噶照-追35、高小成-追49

，2人2案，總計73876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清惠水電工程行

高小成 崙山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NO.52) 卓溪鄉(109.01.03核銷) 69,9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錦鴻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卓溪鄉基礎建設設施改善工程(NO.23) 卓溪鄉(109.01.09核銷) 2,0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朝旺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崙山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NO.追22) 卓溪鄉(109.01.09核銷) 6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取得 錦鴻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福興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東昌

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張懷文-16、張正治-

18、笛布斯-3，3人3案，總計686000元整】

吉安鄉(108.05.20核銷) 2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社

張正治 仁里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04.1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佳衡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

張正治 豐濱國中輔導諮商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5.1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寬霖室內裝修設計企

業社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月眉派出所冰箱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達旭企業

張正治 北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5.31核銷) 270,251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招標 七海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偵查隊鑑識小組置物櫃等設

備工程(NO.21)
花蓮縣(108.6.11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張正治 豐坪村道路環境改善工程(NO.18) 壽豐鄉(108.6.1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錏國工程行

張正治 仁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27) 吉安鄉(108.7.25核銷) 5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鵬輕鋼架室內裝修

工程行

張正治 鹽寮村山嶺段道路改善工程(NO.18) 壽豐鄉(108.8.9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大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仁里村、北昌村及主權里)

監視系統設備工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勝安村、仁里

村、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花蓮縣警察局(主權里)監視系統

設備工程等2案，總計1211797元整】(NO.18及21)

花蓮縣(108.08.21核銷) 1,149,373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張正治 溪口國小校園環境改善工程(NO.追-5) 壽豐鄉(1098.09.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民小學 逕洽廠商 廣誠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太昌國小操場設施改善工程(no.追5) 吉安鄉(108.09.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禹誠企業有限公司

張正治 稻香國小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5) 吉安鄉(108.09.20核銷) 214,096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

張正治 光華國小平板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5) 吉安鄉(108.9.26核銷) 196,2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公開取得報價
采星應用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張正治 吉安國小圍籬設施工程 (no.9) 吉安鄉(108.12.17核銷) 6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招標 萊德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宜昌國小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追5) 吉安鄉(108.12.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哈立茂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吉安鄉老人會館屋頂浪板設施改善工程(追22) 吉安鄉(108.12.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澤鈥企業社

張正治 仁里村辦公處噴霧機等設備工程(追39) 吉安鄉(108.12.17核銷) 3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張正治 北昌活動中心飲水機設備工程(追4) 吉安鄉(108.12.17核銷)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江飲水機

張正治 吉安鄉老人會館設施改善工程(追4) 吉安鄉(108.12.17核銷) 97,6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承旺企業社

張政治 花蓮市區路燈工程 花蓮市(109.01.03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祥和工程行

張美慧 花蓮市忠烈祠停車場及周邊設施工程 花蓮市(108.12.27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張美慧 花蓮市忠烈祠跳舞廣場體健等設施工程(NO.追53) 花蓮市(109.01.07核銷) 5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 逕洽廠商 三鋼五金鐵材行



張美慧 中正國小直笛隊次中音木笛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4.17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音樂園文化有限公司

張美慧 忠孝國小中央式飲水過濾系統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5.21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公開取得最有利

標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

張美慧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2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取得 睿霖企業社

張美慧 中正國小圖書紫外線除菌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5.27核銷) 98,9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張美慧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核定名：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

程，楊華美 張美慧-45，2人2案，總計34,000元整】
花蓮縣(108.6.11核銷)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取得 金強企業社

張美慧 花蓮市佐倉公墓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43) 花蓮市(108.6.11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張美慧 南華國小綠美化工程(NO.55) 吉安鄉(108.06.20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張美慧 花蓮市立殯儀館停柩室前廣場設施改善工程(NO.43) 花蓮市(108.7.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慶豐鋼鋁有限公司

張美慧 花蓮市立殯儀館字幕機設備工程(NO.54) 花蓮市(108.7.2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峰岳資訊

張美慧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沙發設備工程

(NO.29)
花蓮縣(108.8.2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綠育企業社

張美慧 花蓮市國聯老人會館飲水機設備工程(NO.78) 花蓮市(108.8.6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賀眾商號

張美慧 花蓮市林芥公園設施改善工程(NO.48) 花蓮市(108.8.9核銷) 98,73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永鑫工程行

張美慧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廳舍設施改善工

程(NO.29)
花蓮縣(108.8.19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美慧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辦公室OA設施工

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辦公室

OA設施工程，莊枝財-26、 張美慧-29，2人2案，總計

270,000元整】

花蓮縣(108.8.19核銷)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張美慧 豐濱國小會議室及研討室冷氣設備工程(NO.86) 豐濱鄉(108.8.20核銷) 98,604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美慧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NO.91) 花蓮市(108.9.9核銷) 76,60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戶政事務

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張美慧 明義國小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NO.90) 花蓮市(108.9.9核銷) 98,344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張美慧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紅外線熱顯像儀設備工程

(NO.83)
花蓮縣(108.9.9核銷) 99,85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立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張美慧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三腳架工作燈設備工程(追加-

6)
花蓮縣(108.10.7核銷) 96,12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宜昌五金行

張美慧 花蓮市根努夷公園體健設施改善工程(NO.69) 花蓮市(108.10.25核銷) 79,8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雅緻園藝工程行

張美慧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核定名：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楊華美-34、

黃馨-24 、張美慧-45、李正文-59，4人4案，總計641,109元

整】

花蓮市(108.10.2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韡力工程行

張美慧
明廉國小遊樂設施改善工程【核定名：明廉國小遊樂

設施改善工程，吳東昇、張美慧、林宗昆-39，3人3案，

總計1,000,000元整】

花蓮市(108.11.6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廉國小
公開招標-最有

利標
勝欣企業社

張美慧 國治里（臨中山路）街角花園綠美化工程(追加-22) 花蓮市(108.11.2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勤翔工程行

張美慧 啟模社區活動中心二樓電腦等設備工程(NO.92) 玉里鎮(108.11.27核銷) 94,63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張美慧
太昌國小高壓滅菌鍋等設備暨照明設施改善工程(追

50)
吉安鄉(108.12.17核銷) 99,268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明益醫療器材等

張美慧 明義國小監視器主機設備工程(追36) 花蓮市(108.12.17核銷) 97,62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美慧 東豐里4鄰石崗45號旁巷道路面改善工程(no.87) 玉里鎮(108.12.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張美慧 民生里里內綠美化工程(追25) 花蓮市(109.01.01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永馨造園

張美慧 國聯里商校街人行道等設施改善工程(追58) 花蓮市(109.01.0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寬華實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壽豐國中電力改善工程(NO.4) 壽豐鄉(108.03.19核銷) 98,36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張懷文 豐山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NO.4) 壽豐鄉(108.04.09核銷) 246,23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志學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24) 壽豐鄉(108.04.26核銷) 146,192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共約 東資企業社

張懷文

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等3案【核定

名：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併葉鯤

璟-4、張懷文、徐雪玉-6，3人3案，總計323090元

整】

壽豐鄉(108.05.20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公開取得 隆鑫企業社

張懷文
福興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福興

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張懷文-16、張正治-18、

笛布斯-3，3人3案，總計686000元整】

吉安鄉(108.05.20核銷) 2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社

張懷文 花蓮市立殯儀館綠美化工程(NO.10) 花蓮市(108.05.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檜柚工程行

張懷文 壽豐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30) 壽豐鄉(108.05.20核銷) 489,51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新城國小多人多點移動式數位看板等設備工程

(NO.39)
新城鄉(108.05.21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景

鴻五金有限公司

張懷文 平和國小司令台改善及粉刷美化工程(NO.30) 壽豐鄉(108.05.22核銷) 90,4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綠邑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碎紙機等設備工程(NO.16) 花蓮縣(108.05.2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鼎

盈商業機器企業

張懷文 豐裡國小教學視聽設備工程(NO.45) 壽豐鄉(108.06.05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張懷文 中原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24) 花蓮市(108.06.10核銷) 99,2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楨德圖書事業有限公

司、博悅國際有限公

司

張懷文 月眉國小修籬機等設備工程(NO.59) 壽豐鄉(108.06.12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月眉國小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張懷文 壽豐國小校長室環境改善工程(NO.28) 壽豐鄉(108.06.12核銷) 95,32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正翔企業

張懷文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冷氣設備工程(NO.54) 壽豐鄉(108.06.19核銷)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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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懷文 學田國小系統會議桌椅組設備工程(NO.45) 富里鄉(108.06.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傢俱行



張懷文 萬榮鄉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33) 萬榮鄉(108.06.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錄港辦公家具整合設

計

張懷文 萬榮鄉公所冷氣設備工程(NO.52) 萬榮鄉(108.07.10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張懷文 壽豐戶政事務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65) 壽豐鄉(108.07.04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萬國鐵櫃傢俱行

張懷文 水璉村村辦公處飲水機設備工程(NO.22) 壽豐鄉(108.07.22核銷) 3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資企業社

張懷文 壽豐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66) 壽豐鄉(108.08.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楨德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張懷文 鹽寮村橄樹腳18.5K道路改善工程(NO.38) 壽豐鄉(108.08.09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家誠營造有限公司

張懷文 光華國小平板電腦設備工程(NO.75) 吉安鄉(108.08.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張懷文 北昌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59) 吉安鄉(108.08.20核銷) 99,671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張懷文 鹽寮村山嶺段道路改善工程(NO.3) 壽豐鄉(108.12.06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大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豐坪村第5鄰周邊道路環境改善工程(NO.追37) 壽豐鄉(108.12.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豐裡社區活動中心戶外體健設施改善工程(NO.追12) 壽豐鄉(108.12.17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生活形態國際顧問有

限公司

張懷文 平和國小校園環境綠美化工程(NO.追44) 壽豐鄉(108.12.17核銷) 97,65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禾楓苗圃

張懷文 壽興老人會館冰箱設備工程(NO.追41) 壽豐鄉(108.12.20核銷) 3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上將電業社

張懷文 共和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追49) 壽豐鄉(108.12.20核銷) 34,5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鳴佳企業

張懷文 平和村活動中心電子式縫紉機設備工程(NO.追41) 壽豐鄉(108.12.20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英美針車行



張懷文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辦公廳舍照明等設施改善工程

(NO.追41)
壽豐鄉(108.12.24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德育實業社

統冠汽車玻璃行

張懷文
花崗國中音樂館琴房冷氣暨學生活動中心設施改善

工程(NO.追40)
花蓮市(108.12.27核銷) 99,217 其他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龍聖水電工程行

張懷文 平和國中監視系統等設備工程(NO.追30) 壽豐鄉(109.01.03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東輝儀器有限公司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共和村村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NO.65) 壽豐鄉(108.08.23核銷) 1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百裕電

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太昌國小校園地板牆面及廁所設施改善工程(no.追

15)
吉安鄉(108.09.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合桓工程行等

張懷文 山興里路燈工程(no78) 鳳林鎮(108.10.02核銷)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元帥水電工程企業有限

公司

張懷文 吉安國小黑板設備工程(no.追加5) 吉安鄉(108.10.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張懷文 水璉村農路指示路牌設施工程(no15) 壽豐鄉(108101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張懷文 米棧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及電路改善工程(追12) 壽豐鄉(108.10.15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富甲里實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稻香村活動中心血壓機設備工程(追4) 吉安鄉(108.10.16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福康醫療器材行

張懷文
志學村忠孝新村既有農路及排水溝環境改善工程

(no.52)
壽豐鄉(108.10.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大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共和村村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追18) 壽豐鄉(108.10.17核銷) 96,4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柏勝工程行

張懷文 豐山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加28) 壽豐鄉(108.10.17核銷) 2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豐裡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加28) 壽豐鄉(108.10.17核銷)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裡國小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豐坪村反光鏡及標誌新設工程(追18) 壽豐鄉(108.11.13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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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懷文 鳳林鎮鎮內太陽能警示燈組設施工程(追33) 鳳林鎮(108.11.14核銷) 37,8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進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水璉村擋土牆及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追4) 壽豐鄉(108.11.1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張懷文 平和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追33) 壽豐鄉(108.11.11核銷) 6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鳴佳企業

張懷文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電腦等設備工程 (追4) 花蓮縣(108.12.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中錸科技

張懷文
大榮國小輔導室設施改善暨木質收納櫃等設備工程

(追50)
鳳林鎮(108.12.17核銷) 2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大世界影像管等

笛布斯．顗

賚
新城國中防颱板設施工程(NO.9) 新城鄉(108.03.2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志信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太昌國小報時鐘撥放系統及音響設備工程(NO.14) 吉安鄉(108.03.26核銷)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笛布斯．顗

賚
銅門國小健康中心辦公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6) 秀林鄉(108.04.09核銷) 95,32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花蓮窗簾店

笛布斯．顗

賚
北昌國小校長室展示櫃設備工程(NO.9) 吉安鄉(108.04.09核銷) 85,47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弘大裝修工程

笛布斯．顗

賚
中正國小棒球隊貨櫃設備工程(NO.4) 花蓮市(108.04.09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超亞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水璉國小彩色LED字幕機顯示器設備及環境改善工

程(NO.2)
壽豐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水璉國小校門口意象改善工程(NO.2) 壽豐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王董水電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中原國小棒球隊貨櫃設備工程(NO.4) 花蓮市(108.04.09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超亞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化仁國小電子海報機設備工程(NO.4) 吉安鄉(108.04.09核銷)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豐濱國小文化小教室遮雨設施改善工程(NO.7) 豐濱鄉(108.04.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化仁國中棒球隊貨櫃設備工程(NO.4) 吉安鄉(108.04.2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逕洽廠商 超亞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宜昌國小網球場夜間照明設備工程(NO.4) 吉安鄉(108.04.26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誠達水電行

笛布斯．顗

賚

福興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等3案【核定名：東昌

村活動中心冷氣等設備工程，張懷文-16、張正治-

18、笛布斯-3，3人3案，總計686000元整】

吉安鄉(108.05.20核銷) 2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廁所改善工程(NO.31) 吉安鄉(108.05.20核銷) 97,91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大鵬輕鋼架室內裝修

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中華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53) 花蓮市(108.05.29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萬年電機修理所

笛布斯．顗

賚
新城國中電腦自動閱卷系統設備工程(NO.45) 新城鄉(108.05.31核銷) 94,98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懋藤科技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立網球場音響設備工程(NO.66) 花蓮縣(108.07.1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立體育場 逕洽廠商 藝研文創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國福國小教室環保黑板設施改善工程(NO.66) 花蓮市(108.07.12核銷)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逕洽廠商 大高雄黑板用品社

笛布斯．顗

賚
大漢村民有公園原住民圖騰彩繪工程(NO.43) 新城鄉(108.07.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信華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壽豐鄉公所清潔隊除濕機等設備工程(NO.15) 壽豐鄉(108.07.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百裕電

業有限公司、元祥資

訊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待勤室設施改善工程(NO.31) 花蓮縣(108.08.01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喬泰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NO.43)
花蓮縣(108.08.06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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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恥國小會議桌設備工程(NO.66) 花蓮市(108.08.06核銷) 97,3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恥國小 逕洽廠商 東一傢俱

笛布斯．顗

賚
宜昌國小中低年級電腦等設備工程(NO.追31) 花蓮縣(108.12.0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有限公司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鑿井工程(NO.追46) 吉安鄉(108.12.17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國美鑿井工程行

億勝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吉安國小遊樂設施改善工程(NO.2) 吉安鄉(108.12.24核銷)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取得 勝欣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嘉里國小校園環境綠美化工程(NO.追40) 新城鄉(109.01.09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嘉里國小圖書室書櫃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2) 新城鄉(108.12.17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嘉里國民

小學
公開招標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笛布斯•顗

賚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銅門派出所木製椅組等設備

工程(no.58)
花蓮縣108.09.0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台銀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新城鄉原住民文化館冷氣設備工程(NO.91) 新城鄉(108.9.1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笛布斯•顗

賚
太昌國小遊樂器材設施改善工程(NO.追15) 吉安鄉(108.09.1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吉安國小綠美化工程(追5) 吉安鄉(108.10.0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慶豐部落聚會所設施改善工程(追6) 吉安鄉(108.10.17核銷) 97,04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澤鈥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慶豐部落聚會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6) 吉安鄉(108.10.17核銷) 97,7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鴻偉科技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北濱國小西棟校舍紗門改善工程(追5) 花蓮市(108.10.17核銷) 279,881 其他公共工程 北濱國小 公開招標 宗王韋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國福里夜間照明改善工程(no.91) 花蓮市(108.10.17核銷) 94,61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新城國中電動鐵門設施改善工程(追26) 新城鄉(108.10.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笛布斯•顗

賚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設施改善工程 (追35) 吉安鄉(108.11.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鑫永盛企業工程行

笛布斯•顗

賚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國風國中樂

器設備工程，笛布斯9萬、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蔡依靜17萬，總計26萬】(追28)

花蓮市(108.12.24核銷) 2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招標 長安樂器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

賚
南華國小學生書包收納櫃設備工程(追36) 吉安鄉(108.12.24核銷) 98,762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錄港辦公家具整合設

計



莊枝財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108.4.3核銷)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鳳仁國小廣播音響系統設備工程 鳳林鎮(108.4.3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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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葉國小禮堂電源改善工程 豐濱鄉(108.4.16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太子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國風國中國樂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4.11核銷) 98,78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莊枝財 明義國小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5.15核銷) 98,02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善多利工作室

莊枝財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擴大機等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5.2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業行

莊枝財 美崙國中成賢館體育班宿舍大門遮雨棚設施工程 花蓮縣(108.6.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昇鑫企業社

莊枝財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鳳林鎮(108.6.5核銷) 194,38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中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25) 花蓮市(108.6.13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莊枝財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冷氣設備工程(NO.24) 吉安鄉(108.6.13核銷)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吉安國小置物櫃等設備工程(NO.14) 吉安鄉(108.06.21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取得 青葉廚具有限公司

莊枝財 嘉里國小教室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34) 新城鄉(108.07.12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佳能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莊枝財 景美國小校園環境及交通安全通道改善工程(NO.34) 秀林鄉(108.8.19核銷) 424,320 其他公共工程 景美國小 公開取得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莊枝財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辦公室OA設施工

程【核定名：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辦公室

OA設施工程，莊枝財-26、 張美慧-29，2人2案，總計

270,000元整】

花蓮縣(108.8.1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莊枝財 自強國中無障礙停車位遮雨棚設施工程(追加-5) 花蓮縣(108.1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自強國中 逕洽廠商 惠勝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美崙國中冷氣設備工程(追加-9) 花蓮縣(108.10.7核銷) 2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加-20) 鳳林鎮(108.10.7核銷) 2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太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24) 吉安鄉(108.11.1核銷) 2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公開取得 宏育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冷氣設備工程(追加-5) 吉安鄉(108.11.1核銷) 2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國風國中冷氣設備工程(追加-26) 花蓮縣(108.11.11核銷) 309,936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莊枝財 明義國小辦公室冷氣設備工程(追加-26) 花蓮市(108.11.21核銷) 98,344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大統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莊枝財 鳳林國小學活動中心舞台地板改善工程(no.24) 鳳林鎮(108.12.24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鳳林國民

小學
公開招標 辰政營造有限公司

莊枝財 春日里神農205號宅旁擋土牆工程(追10) 玉里鎮(108.12.24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昌拓土木包工業

莊枝財 富北國中水塔設施改善工程(追5) 富里鄉((108.12.24核銷) 4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北國中 逕洽廠商 右昌電器

莊枝財 忠孝國小校園安全防護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26) 花蓮市(108.12.24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兆鋒企業社

許淑銀 秀林國中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3.22核銷) 6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共約 嵐天工程有限公司

許淑銀 新城國中穿堂鐵捲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3.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許淑銀 銅門國小校園安全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8.3.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

許淑銀 奇美國小綜合教室舞台地板改善工程 瑞穗鄉(108.3.2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逕洽廠商 金永昌企業社

許淑銀 豐濱國小廚房設備工程 豐濱鄉(108.4.1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許淑銀 三棧國小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8.4.16核銷) 91,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棧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秀林國小多媒體影像製作教學電腦設備工程 秀林縣(108.4.24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許淑銀 銅門村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縣(108.4.3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勝聯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文蘭村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縣(108.4.3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勝聯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宜昌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4.26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共約 蓁莛園企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銅蘭國小操場跑道改善工程 秀林鄉(108.5.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蘭國小 逕洽廠商 歐典企業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第四組OA辦公桌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家緣企業社

許淑銀 崇德村、秀林村路燈工程(NO.11) 秀林鄉(108.6.1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崇德村公共設施改善工程(NO.16) 秀林鄉(108.6.1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吉獵企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村版橋公共設施改善工程(NO.11) 秀林鄉(108.6.1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吉獵企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秀林村公共設施改善工程(NO.16) 秀林鄉(108.6.1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吉獵企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銅門村路燈工程(NO.16) 秀林鄉(108.06.2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秀林國小校舍牆面粉刷美化工程(NO.25) 秀林鄉(108.06.28核銷) 94,742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小 逕洽廠商 吉獵企業有限公司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

(NO.16)
花蓮縣(108.07.3核銷)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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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鄉公所桌球台等設備工程(NO.44) 新城鄉(108.07.3核銷)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樂社



許淑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富世派出所遮雨棚改善工程

(NO.44)
花蓮縣(108.7.11核銷) 7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宏菖企業社

許淑銀 太平國小遊樂設施改善工程(NO.75) 卓溪鄉(108.8.6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水源村路燈工程(NO.35) 秀林鄉(108.8.1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崇德村、和平村路燈及和仁部落活動廣場照明設施

改善工程(NO.26)
秀林鄉(108.8.1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佳民村路燈工程(NO.35) 秀林鄉(108.8.1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康樂村康樂一街自行車亭設施改善工程(追加-6) 新城鄉(108.9.12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許淑銀 秀林村道路及排水溝改善工程(NO.16) 秀林鄉(108.9.11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潮薪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崇德村道路安全設施改善工程(NO.26) 秀林鄉(108.9.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潮薪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佳民村佳民2號橋水泥路墩美化改善工程(NO.35) 秀林鄉(108.9.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鴻油漆工程行

許淑銀 水源村社區增設擋土牆及道路安全改善工程(NO.35) 秀林鄉(108.9.24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政企業社

許淑銀 新城鄉公所電腦及周邊設備工程(追加-6) 新城鄉(108.10.2核銷) 2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許淑銀 佳民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35) 秀林鄉(108.10.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

司

許淑銀 秀林鄉北區路燈工程(NO.35) 秀林鄉(108.10.15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秀林鄉南區路燈工程(NO.69) 秀林鄉(108.10.9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秀林鄉北區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加-6) 秀林鄉(108.11.2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

司



許淑銀 秀林村道路及排水溝改善工程 秀林鄉(108.12.23核銷) 4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招標 潮薪土木包工業

許淑銀 秀林鄉南區路燈工程(追6) 秀林鄉(108.12.2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許淑銀 秀林鄉北區路燈工程(追6) 秀林鄉(109.01.01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陳英妹 富里鄉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18) 富里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力盛企業社

陳英妹 學田國小附設幼兒園冷氣設備工程(NO.12) 富里鄉(108.04.09核銷)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學田國小 逕洽廠商 自強電器行

陳英妹 永豐國小校園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9) 富里鄉(108.04.09核銷)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陳英妹 富里鄉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18) 富里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岳驊有限公司

陳英妹 東里村阿眉溪擋土牆工程(NO.11) 富里鄉(108.04.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國小風雨操場鋼構屋頂改善工程(NO.37) 瑞穗鄉(108.05.29核銷) 99,451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威億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德武國小高壓機等設備工程(NO.45) 玉里鎮(108.05.31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德武國小 逕洽廠商
正隆五金百貨、佳一

電器行

陳英妹 永豐國小電話系統設備工程(NO.45) 富里鄉(108.06.18核銷) 98,8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瑞成通信有限公司

陳英妹 東里村弘仔溝農路改善工程(NO.11) 富里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安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樂合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5)
花蓮縣(108.07.17核銷)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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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源國小校園走廊天花板美化工程(NO.75) 瑞穗鄉(108.08.09核銷) 98,221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陳英妹 富源國小美勞教室設施改善工程(NO.75) 瑞穗鄉(108.08.09核銷) 99,042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祥森工程行



陳英妹 富興村村辦公處飲水機設備工程(NO.49) 瑞穗鄉(108.08.20核銷) 22,5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資企業社

陳英妹 玉里地政事務所飲水機設備工程(NO.78) 玉里鎮(108.09.12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地政事務所 共同供應契約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陳英妹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彩色雷射印表機設備工程

(NO.5)
花蓮縣(108.09.16核銷) 1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陳英妹
萬寧村姆拉丁部落跳舞場移動式水冷風機設備工程

(NO.追6)
富里鄉(108.09.17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陳英妹
瑞穗鄉基層建設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瑞穗鄉基

層建設改善工程、馬立雲產業道路改善工程，併陳

英妹-27、52，1人2案，總計246902元整】

瑞穗鄉(108.10.07核銷) 2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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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興村拉基禾幹部落聚會所擴大器設備工程(NO.27) 瑞穗鄉(108.10.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陳英妹

舞鶴村1鄰道路改善工程等8案【核定名：舞鶴村1鄰道路

改善工程、舞鶴村7鄰排水溝改善工程、鶴岡村24鄰排水溝改善工

程、鶴岡村26鄰道路擋土牆工程、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程，併

陳英妹-1、8；王燕美15；潘月霞-18，3人8案，總計1009356元

整】

瑞穗鄉(108.10.29核銷) 4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金玉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國中育樂館二樓照明改善工程(NO.追28) 瑞穗鄉(108.11.25核銷) 97,25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鑫崈科技企業有限公

司、茂裕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山興里第8鄰農路改善工程(NO.追6) 鳳林鎮(108.12.0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三碩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富興村1鄰農路及排水改善工程(NO.29) 瑞穗鄉(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裕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大富村家里灣水泥農路改善工程(NO.追14) 光復鄉(108.12.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合盛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富興村蓄水池設施改善工程(NO.追33) 瑞穗鄉(108.12.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裕國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大富村193線產業道路工程(NO.追14) 光復鄉(108.12.1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合盛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瑞穗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NO.15) 瑞穗鄉(108.12.10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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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鎮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玉里

鎮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併潘月霞-11、黃玲蘭-

10、陳英妹-18，3人3案，總計1200000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騰龍營造有限公司

陳英妹
瑞穗鄉基礎建設改善工程等7案【核定名：瑞穗鄉基礎建

設改善工程、鶴岡村26鄰產業道路改善工程，併陳英妹-13、27、

哈尼．噶照-35、43，2人7案，總計788000元整】

瑞穗鄉(109.01.03核銷) 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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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儲存裝置及電腦等設備工程(NO.53) 花蓮縣(109.01.03核銷) 266,49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凱華資訊有限公司

陳英妹
新興村農路改善工程等4件【核定名：富南村10鄰擋

土牆工程、萬寧村農路改善工程，併黃玲蘭-27、

23、陳英妹-23、29，2人4案，總計439806元整】

富里鄉(109.01.03核銷) 2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玉鴻土木包工業

陳英妹 泰昌里北平部落綠美化工程 (追22) 玉里鎮(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新世紀園藝

黃玲蘭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1) 富里鄉(108.03.0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力盛企業社

黃玲蘭 富里國中活動中心字幕機設備工程(NO.2) 富里鄉(108.04.10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中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黃玲蘭 玉里國中專科教室熱轉印機等設備工程(NO.19) 玉里鎮(108.04.12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逕洽廠商
三緯列印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

黃玲蘭 豐濱國小行政室資料櫃設備工程(NO.25) 豐濱鄉(108.05.20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

黃玲蘭 明里國小冷氣等設備工程(NO.37) 富里鄉(108.05.2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里國小 逕洽廠商
奕勝企業社、全國電

子

黃玲蘭 吳江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NO.30) 富里鄉(108.05.24核銷)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吳江國小 逕洽廠商 太子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東里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45) 富里鄉(108.05.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東里國小 逕洽廠商
富星企業社、養豐企

業

黃玲蘭 明里村村辦公處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31) 富里鄉(108.07.04核銷) 71,5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黃玲蘭 富里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40) 富里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岳驊有限公司

黃玲蘭 富北國中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24) 富里鄉(108.07.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北國中 共同供應契約 佑倡電器工程行



黃玲蘭 啟模里里內綠美化工程(NO.33) 玉里鎮(108.07.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長昇園藝造景行

黃玲蘭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辦公桌等設備工程(NO.27) 花蓮縣(108.07.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人人傢俱行

大台北裝潢廚具行

盛和農機行

黃玲蘭 長良里6鄰護欄改善工程(NO.58) 玉里鎮(108.7.26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泓屹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玉里國小遮雨棚設施工程(NO.62) 玉里鎮(108.08.0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黃玲蘭 學田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13) 富里鄉(108.08.2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黃玲蘭 玉里國小綠美化工程(NO.追9) 玉里鎮(108.09.06核銷) 91,87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小 逕洽廠商 世紀造林行

黃玲蘭 東里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87) 富里鄉(108.09.2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樂合里擋土牆工程(NO.85) 玉里鎮(108.08.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東豐里二贊平農路改善工程(NO.87) 玉里鎮(108.10.0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泓屹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永豐村2鄰路面改善工程(NO.89) 富里鄉(108.10.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東里及東興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NO.追25) 卓溪鄉(108.11.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乙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瑞穗國小校園照明設備工程(NO.追26) 瑞穗鄉(108.11.12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黃玲蘭 源城社區長壽俱樂部設施改善工程(NO.43) 玉里鎮(108.11.18核銷) 92,505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昱力工程行

黃玲蘭 富里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NO.1) 富里鄉(108.02.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黃玲蘭
東里村農路改善工程等2件【核定名：東里村農路改

善工程、明里村.東里村.羅山村蛇籠改善工程，併黃

玲蘭-58，1人2案，總計656913元整】

富里鄉(108.11.25核銷) 6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宣瑩有限公司



黃玲蘭 富里國小窗簾設施改善工程(NO.追34) 富里鄉(108.12.02核銷) 95,95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久禾企業有限公司

黃玲蘭 玉里鎮公所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追29) 玉里鎮(108.12.02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永芳體育用品社

黃玲蘭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字幕機等設備工程(NO.追27) 花蓮縣(108.12.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佑倡電器工程行

黃玲蘭 富南村村內綠美化工程(NO.54) 富里鄉(108.12.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懿聖行

黃玲蘭 吳江村農路改善工程(NO.追41) 富里鄉(108.12.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黃玲蘭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東里派出所鐵樹導覽圖設施

改善工程(NO.追43)
花蓮縣(108.12.27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洄瀾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玉里鎮公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等3案【核定名：玉里鎮公

所屋頂漏水設施改善暨冷氣設備工程，併潘月霞-11、黃玲蘭-

10、陳英妹-18，3人3案，總計1200000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公開招標 騰龍營造有限公司

黃玲蘭
大禹國小舊大樓粉刷美化工程等2案【核定名：大禹

國小新大樓粉刷美化工程，併潘月霞、黃玲蘭-追40

，2人2案，總計198900元整】

玉里鎮(109.01.03核銷)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公開招標
金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黃玲蘭
新興村農路改善工程等4件【核定名：新興村農路改善工

程、竹田村村內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併黃玲蘭-27、23、陳

英妹-23、29，2人4案，總計439806元整】

富里鄉(109.01.03核銷) 1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公開取得 玉鴻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觀音里農路改善工程(no.78) 玉里鎮(108.09.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昱立工程行

黃振富
溪口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溪口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黃振富、蔡依靜-45，2人2案，總計

200000元整】

壽豐鄉(108.05.27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黃振富 佳民國小圖書室冷氣設備工程 秀林鄉(108.4.1核銷) 105,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光華國小LED全彩字幕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5.16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創奕科技實業

黃振富 吉安國小辦公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5.3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育長企業社

黃振富 水璉國小司令台改善工程(NO.24) 壽豐鄉(108.6.17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公開取得 綠邑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北昌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40) 吉安鄉(108.6.13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恆茂電子材料行

黃振富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NO.48) 新城鄉(108.6.13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百達環保企業社

黃振富 吉安國小筆電等設備工程(NO.37) 吉安鄉(108.6.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攝影機等設備工

程(NO.11)
花蓮縣(108.7.17核銷) 68,04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共

同供應契約

達旭企業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黃振富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59) 花蓮市(108.7.18核銷)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吉安鄉老人會館機櫃等設備工程(NO.23) 吉安鄉(108.7.29核銷) 93,3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華派出所粉刷美化工程

(NO.58)
花蓮縣(108.08.14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明義國小演藝廳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86) 花蓮市(108.08.19核銷) 97,715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明義國民

小學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平和村村內路面改善工程(No.8) 壽豐鄉(108.08.29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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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香村活動中心音響設備工程(No.78) 吉安鄉(108.09.0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葉氏企

業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北昌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3) 花蓮縣(108.09.04核銷) 168,75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黃振富 北安街37.39.41號前路燈工程(no.52) 吉安鄉(108.09.04)核銷) 114,55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祥和工程行

黃振富 吳江村村內農路改善工程(no.85) 富里鄉(108.09.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昇順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順安村活動中心設施工程(no.8) 新城鄉(108.09.19核銷) 4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報價 錦鴻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宜昌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53) 吉安鄉(108.9.2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黃振富 嘉里路地下道旁景觀意象改善工程(no87) 新城鄉(108.10.03核銷) 97,43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黃振富 學田村排水改善工程(追25) 富里鄉(108.10.1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冷氣設備工程(no85) 花蓮縣(108.10.1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振富 學田村村內農路改善工程(追25) 富里鄉(108.10.2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昇順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明禮國小校園電力管線設施改善工程 (no.79) 花蓮市(108.10.21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萊德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民權里活動中心設施工程(no.26) 花蓮市(108.10.21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雅比斯工程行

黃振富 東華大學周邊交通設施改善工程 (追14) 壽豐鄉(108.10.21核銷)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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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玉里分隊吹葉機設備工程 (追

22)
花蓮縣(108.11.08核銷)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興農行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玉里分隊床組設備工程 (追

22)
花蓮縣(108.11.08核銷)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連億鐵櫃家具行

黃振富 稻香村活動中心前廣場改善工程(no.40) 吉安鄉(108.11.11核銷) 1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全能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玉里分隊活動車庫設施工程

(追22)
花蓮縣(108.11.11核銷) 1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合成裝潢凡布行

黃振富 南平里自強路排水溝改善工程(追37) 鳳林鎮(108.11.11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光華社區活動中心割草機等設備工程(追39) 吉安鄉(108.11.11核銷) 47,2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泰源五金行

黃振富 玉里鎮公所擴音系統設備工程(追19) 玉里鎮(108.11.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黃振富 東豐里石崗農路改善工程(no.87) 玉里鎮(108.11.11核銷) 95,7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黃振富 順安社區內彩繪工程(no.87) 新城鄉(108.11.11核銷) 95,7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黃振富 北昌國小LED戶外時間溫度鐘設備工程(追40) 吉安鄉(108.12.23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

黃馨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木質地板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5.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家齊工程行

黃馨 稻香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吉安鄉(108.5.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逕洽廠商 聯亞油漆工程行

黃馨 化仁國小東棟教室冷氣設備工程(NO.24) 吉安鄉(108.6.6核銷) 252,51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馨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室內空調設施改善工程(NO.58) 吉安鄉(108.07.3核銷) 97,6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建德鑫工程有限公司

黃馨 稻香活動中心長櫃等設備工程(NO.27) 吉安鄉(108.07.5核銷) 8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三瑪田實業有限公司

黃馨 吉安國小樂器設備工程(NO.24) 吉安鄉(108.07.11核銷) 2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公開取得 環球企業社

黃馨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43) 花蓮縣(108.7.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鑫永盛企業工程行

黃馨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核定名：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楊華美-34、

黃馨-24 、張美慧-45、李正文-59，4人4案，總計641,109元

整】

花蓮市(108.10.29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韡力工程行

黃馨 下月眉花193道路路燈工程(NO.43) 壽豐鄉((108.08.21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鐘姓工程實業有限公

司

黃馨 南華國小樂器及烘手機等2件設備工程(no.90) 吉安鄉(108.09.04核銷) 192,8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光鹽音樂有限公司、

慶典企業社

黃馨 花蓮縣警察局(永興村)監視系統設備工程 (no.89) 花蓮縣(108.09.04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黃馨 光華國小冷氣設備工程 (追加28) 吉安鄉(108.09.04核銷) 16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黃馨 東昌村東里三街排水溝改善工程 (no.91) 吉安鄉(108.11.08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黃馨 化仁國小電動門設施工程 (追34) 吉安鄉(108.11.11核銷) 5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鐵寶企業社

黃馨 稻香村活動中心前廣場改善工程(no.43) 吉安鄉(108.11.11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全能土木包工業

黃馨 新興村涵管設施改善工程(no.91) 富里鄉(108.11.1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馨 太昌國小西三樓教室門板設施改善工程(追44) 吉安鄉(108.11.1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竣成鋁門窗

黃馨 稻香國小冷氣設備工程(追38) 吉安鄉(108.11.12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稻香國小 共同契約 蓁筵園企業有限公司

黃馨 吉安國小教室紗門窗設施改善工程(追46) 吉安鄉(108.12.2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鑫永盛企業工程行

黃馨
木瓜溪農地重區(光中段947地號)農水路改善工程(追

37)
吉安鄉(108.12.23核銷) 69,699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全能土木包工業

楊華美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核定名：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

程，楊華美 張美慧-45，2人2案，總計34,000元整】
花蓮縣(108.6.11核銷) 2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取得 金強企業社

楊華美 萬寧國小電腦設備工程(NO.75) 富里鄉(108.8.2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寧國小 逕洽廠商 松荷企業社

楊華美 花蓮市調解委員會建檔書櫃設施改善工程(NO.38) 花蓮市(108.8.22核銷) 75,6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楊華美 鳳仁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90) 鳳林鎮(108.8.23核銷) 2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楊華美 鳳林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90) 花蓮縣(108.9.9核銷) 5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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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華美 富源國中專科教室鐵欄杆設施改善工程(NO.75) 花蓮縣(108.9.12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中 逕洽廠商 建源工業社

楊華美 啟模社區活動中心二樓設施改善工程(NO.89) 玉里鎮(108.10.7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匠企業社

楊華美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核定名：

中原國小變壓器暨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楊華美-34、

黃馨-24 、張美慧-45、李正文-59，4人4案，總計641,109元

整】

花蓮市(108.10.29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招標 韡力工程行



楊華美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全數位交換機設備工程(追49) 吉安鄉(108.12.23核銷) 57,1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鎰偉通信有限公司

楊華美 中正國小校史展示櫥窗設施工程(no.75) 花蓮市(108.12.23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金源土木包工

楊華美 吉安國小教室窗簾設施改善工程(追42) 吉安鄉(108.12.2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弘宇裝潢

楊華美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智慧型數位叫號系統設備工程(追

49)
吉安鄉(10812.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
逕洽廠商 慈濟科技大學

楊華美 明禮國小校歷史牆設施改善(追54) 花蓮市(109.01.01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遠景印刷企業

楊華美 化仁國小校園綠美化(追54) 吉安鄉(109.01.01核銷) 39,681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歸利企業社

葉鯤璟 壽豐國中籃排球場設施改善工程(NO.7) 壽豐鄉(108.03.20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育樂社

葉鯤璟 富里國小活動中心窗簾設施改善工程(NO.9) 富里鄉(108.04.09核銷) 81,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集成室內裝潢行

葉鯤璟 平和國小校舍室外遮陽簾設施工程(NO.19) 壽豐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慈光工程行

葉鯤璟 平和國小校長室窗簾設施工程(NO.19) 壽豐鄉(108.04.09核銷) 1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文泰鋁業行

葉鯤璟 平和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19) 壽豐鄉(108.04.09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小 逕洽廠商 東威企業社

葉鯤璟 中原國小特教班收納櫃設備工程(NO.19) 花蓮市(108.04.12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葉鯤璟 鳳林鎮立網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10) 鳳林鎮(108.04.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鼎益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鳳林國中進德堂音響設備工程(NO.7) 花蓮縣(108.04.26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逕洽廠商 昌明視聽科技有限公司

葉鯤璟 北林里里辦公處電腦等設備工程(NO.27) 鳳林鎮(108.05.07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良志科技有限公司、新

峰農藥行



葉鯤璟

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等3案【核定

名：溪口國小西棟校舍屋頂天溝增設工程，併葉鯤

璟-4、張懷文、徐雪玉-6，3人3案，總計323090元

整】

壽豐鄉(108.05.20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公開取得 隆鑫企業社

葉鯤璟 豐山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25) 壽豐鄉(108.05.21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逕洽廠商 詮聖企業社

葉鯤璟 明禮國小健康中心設施改善暨冷氣設備工程(NO.9) 花蓮市(108.05.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禮國小 逕洽廠商 萬順冷氣冷凍行

葉鯤璟 豐裡村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3) 壽豐鄉(108.05.24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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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國中電腦設備工程(NO.25) 光復鄉(108.05.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萬榮分隊冷氣設備工程(NO.23) 花蓮縣(108.06.12核銷) 8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

葉鯤璟 南平里里內排水溝加蓋工程(NO.49) 鳳林鎮(108.06.13核銷)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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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豐國小綠美化工程(NO.37) 壽豐鄉(108.06.13核銷) 9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美妙藝蘭園

葉鯤璟 花蓮市立殯儀館偵訊室攝錄影系統設備工程(NO.36) 花蓮市(108.06.13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峰岳資訊

葉鯤璟 鳳林鎮立網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35) 鳳林鎮(108.06.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鈺淂營造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隔音窗設施改善工程(NO.23) 花蓮縣(108.06.26核銷) 51,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新聯發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廣播擴音設備工程

(NO.35)
花蓮縣(108.06.2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翔威資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分隊消防衣鞋帽櫃設施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7.04核銷) 3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文泰鋁業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鳳林分隊救災器材設備工程(NO.23) 花蓮縣(108.07.10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嘉隆事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景美國小廣播暨聽力播放系統設備工程(NO.19) 秀林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景美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錄影音系統等設備工

程(NO.16)
花蓮縣(108.07.1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弘祐科技資訊社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水璉分隊紗窗紗門設施改善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7.18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佑軒水電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水璉分隊瓦斯爐設備工程(NO.23) 花蓮縣(108.08.02核銷)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冠珍企業社

葉鯤璟 水璉村道路改善工程(NO.49) 壽豐鄉(108.08.20核銷)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家誠營造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電熱水器等設備

工程(NO.追22)
花蓮縣(108.12.13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勁紘水電工程行

葉鯤璟 樹湖社區道路周邊設施改善工程(NO.追19) 壽豐鄉(108.12.24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中國油漆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印表機設備工程(NO.追29) 花蓮縣(108.12.27核銷) 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平和村道路排水溝改善工程(NO.追6) 壽豐鄉(108.12.27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福順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吉安鄉公所內部設施改善工程(NO.36) 吉安鄉(109.01.03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全能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光華國小LED燈具設施工程【核定名：光華國小LED燈

具設施工程，林源富-20，吳建志 葉鯤璟-25，3人3案，總

計427,500元整】

吉安鄉(108.5.31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公開取得 瑋辰企業社

葉鯤璟 壽豐鄉村內新設水閘門工程(no.36) 壽豐鄉(108.09.27核銷) 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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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消防局水璉分隊廳舍吊扇設施改善工程

(no.23)
花蓮縣(108.09.27核銷)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花新企業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地政事務所彩色雷射印表機等設備工程(no.追

22)
花蓮縣(108.10.04核銷) 91,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地政事務所 共同契約 飛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壽豐分駐所設施改善工程

(no27)
花蓮縣(108.10.1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喬泰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豐濱鄉老人會館電腦等設備工程(追6) 豐濱鄉(108.10.1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葉鯤璟 樹湖村引水工程 (no.36) 壽豐鄉(108.10.15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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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橋里中心埔水泥路面改善工程 (追22) 鳳林鎮(108.10.15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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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里槌球場場地整理改善工程 (no.49) 鳳林鎮(108.10.15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東景股份有限公司

葉鯤璟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 (追23) 花蓮縣(108.11.11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招標 長安樂器有限公司

葉鯤璟 吳全納骨堂設施改善工程(追6) 壽豐鄉(108.11.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瑞豐工程行

葉鯤璟 豐裡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追22) 壽豐鄉(108.11.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鼎益土木包工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

(追14)
花蓮縣(108.11.12核銷) 1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大台北裝潢廚具行

葉鯤璟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 (追29) 花蓮縣(108.11.12核銷)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鼎盈商業機器企業

葉鯤璟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觀音分隊冷氣設備工程(追14) 花蓮縣(108.11.12核銷) 1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契約 益發電器行

蔡依靜 光復鄉清潔隊高壓噴藥機設備工程(NO.27) 光復鄉(108.05.14核銷) 3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廣全農機行

蔡依靜 豐山國小字幕機等設備工程(NO.20) 壽豐鄉(108.05.20核銷) 122,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逕洽廠商

山采廣告社、花東相

機器材維修行、兆學

企業社

蔡依靜
溪口國小冷氣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溪口國小冷

氣設備工程，黃振富、蔡依靜-45，2人2案，總計

200000元整】

壽豐鄉(108.05.27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蔡依靜 明利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34) 萬榮鄉(108.07.10核銷) 82,64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蔡依靜
花蓮縣消防局壽豐分隊倉庫鐵架底板設備工程

(NO.54)
花蓮縣(108.09.02核銷) 8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文泰鋁業行

蔡依靜 豐坪村開發區部落道路環境改善工程 壽豐鄉(108.09.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錏國工程行



蔡依靜 西林國小辦公室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39) 萬榮鄉(108.10.08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蔡依靜
光復國中科技中心木工教室電力設施改善工程(NO.

追36)
光復鄉(108.11.1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呂興工程有限公司

蔡依靜 大平村大馬村路燈工程(NO.追37) 光復鄉(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斯雅工程有限公司

蔡依靜 靜浦國小廣播系統等設備工程(NO.追36) 豐濱鄉(108.12.1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靜浦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蔡依靜 鹽寮村13.9K新設水溝蓋工程(NO.83) 壽豐鄉(108.12.17核銷)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順土木包工業

蔡依靜 光復國中讀卡系統設備工程(NO.追40) 光復鄉(108.12.16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懋藤科技

蔡依靜 山興里排水溝興建工程(NO.追45) 鳳林鎮(108.12.27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蔡依靜 光復鄉馬太鞍資訊站音響設備工程(NO.追62) 光復鄉(109.01.03核銷) 7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立企業社

蔡依靜 水璉國小液晶投影機等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追9) 壽豐鄉(108.10.07核銷)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璉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

蔡依靜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追28) 花蓮市(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招標 長安樂器有限公司

蔡依靜 大安村村內周邊綠美化工程(追39) 光復鄉(109.01.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惠玉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佳民國小教室設施改善工程 秀林鄉(108.5.9核銷) 99,175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全璟實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吉安鄉立圖書館屋頂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6.5核銷) 98,28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全璟實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砂荖活動中心電動起身椅設備工程(NO.48) 光復鄉(108.6.6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富長興股份有限公司

蔡啟塔 山興里箭瑛段123號農路改善工程(NO.29) 鳳林鎮(108.06.28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三碩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富里鄉公所綠美化工程(NO.38) 富里鄉(108.07.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明義國小教室紗窗等工程(NO.62) 花蓮市(108.07.12核銷) 95,3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興曄鋼鋁

蔡啟塔 明義國小演藝廳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62) 花蓮市(108.07.11核銷) 93,39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富里鄉公所冰箱等設備工程(NO.38) 富里鄉(108.8.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

限公司(花蓮分公司玉

里服務站)

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山興里里內路燈工程(NO.29) 鳳林鎮((108.8.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元帥水電工程企業有

限公司

蔡啟塔
順安村農路路燈工程、新城村及順安村路燈工程等2

案照明設施工程【核定名：順安村農路路燈工程，邱光

明-27、 蔡啟塔-29，2人2案，總計491,902元整】

新城鄉(108.8.23核銷) 1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停車棚等設施改善工程

(NO.58)
花蓮縣(108.9.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昱光工程行

蔡啟塔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音響等設備工程(追加-3) 富里鄉(108.10.1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玉山淨水企業社

立源音響企業社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蔡啟塔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印表機等設備工程(追加-3) 富里鄉(108.10.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宏匠企業社

百科行

蔡啟塔 明義國小摺疊式合唱台設備工程(追加-23) 花蓮市(108.11.1核銷) 64,750 其他公共工程 明義國小 逕洽廠商 艾加爾實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國風國中樂器設備工程(追加-5) 花蓮縣(108.11.11核銷) 2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公開取得 兆學企業社

蔡啟塔 國福里排水設施改善工程(NO.69) 花蓮市(108.11.22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開口契約 宏晟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洗衣機等設備工程(追加-3) 花蓮縣(108.11.2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鼎盈商業機器企業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蔡啟塔
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程等2案【核定名：等2案
【核定名：瑞美村基層建設改善工，蔡啟塔-52、張峻-27

，2人2案，總計484,731元整】

瑞穗鄉(108.11.27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取得 裕國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新城鄉鄉內綠美化工程(no.48) 新城鄉(108.11.27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招標 惠勝土木包工業

蔡啟塔 池南村銅蘭排水設施改善工程(no.48) 壽豐鄉(108.11.27核銷) 8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公開招標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蔡啟塔 主和里活動中心屋頂設施改善工程 (追3) 花蓮市(108.11.2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全璟實業

蔡啟塔

大榮國小輔導室設施改善暨木質收納櫃等設備工程

等2案【核定名:大榮國小輔導室設施改善暨木質收

納櫃等設備工程，蔡啟塔66000併張懷文24000】(追

50)

鳳林鎮(108.11.27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榮國小 逕洽廠商 大世界影像管等

蔡啟塔 中華國小精神堡壘設施改善及彩繪工程(no.28) 花蓮市(108.11.27核銷) 97,9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品誠企業社

蔡啟塔 啟模社區活動中心二樓冷氣設備工程(追33) 玉里鎮(108.12.2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奕勝企業社

蔡啟塔 明里村農路改善工程(追12) 富里鄉((108.12.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

蔡啟塔 瑞穗鄉基礎設施改善工程(no.52) 瑞穗鄉(108.12.3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原水電行

蔡啟塔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勤務指揮中心e化定位系統設

備工程(追25)
花蓮縣(109.01.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大進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48) 光復鄉(109.01.01核銷) 98,7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共同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蔡啟塔 花蓮市圖書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追3) 花蓮市(109.01.03)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鋒域數位科技

鄭寶秀 七星潭擋土牆改善工程(NO.追49) 新城鄉(109.01.09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新城國中校園粉刷美化工程 花蓮縣(108.3.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華新油漆工程行

鄭寶秀 北昌國小階梯教室LED字幕看板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4.1核銷) 91,35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晶彩節能光電科技

鄭寶秀 北昌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 吉安鄉(108.4.1核銷)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逕洽廠商 原民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新城國中廁所天花板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5.8核銷) 97,87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勝欣企業社

鄭寶秀 康樂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8.5.17核銷) 80,546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金連盛企業社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佳民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5.21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辰曜營造有限公司



鄭寶秀 北埔國小籃球場圍籬增設工程 新城鄉(108.5.27核銷) 98,38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北埔國小校園綠美化工程 新城鄉(108.5.27核銷) 97,755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金連盛企業社

鄭寶秀 北埔國小電子圍籬設施改善工程 新城鄉(108.5.27核銷) 41,689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

司

鄭寶秀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電腦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5.31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順發鐵櫃有限公司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鄭寶秀 新城鄉立圖書館閱覽室桌椅組設備工程(NO.43) 新城鄉(108.6.18核銷) 97,4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新信美傢具行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照(攝)影機等設備工程 花蓮縣(108.06.20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宏菖企業社

鄭寶秀 嘉里村慈光社區兒童遊樂設施改善(NO.29) 新城鄉(108.06.28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大漢村村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NO.48) 新城鄉(108.06.26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鄭寶秀 康樂村村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NO.58) 新城鄉(108.07.5核銷) 38,6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葉氏企業

鄭寶秀 康樂村產業道路路燈工程(NO.29) 新城鄉(108.07.11核銷) 98,71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興電器水電工程行

鄭寶秀 新城鄉公所全銅管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NO.61) 新城鄉(108.07.11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百達環保企業社

鄭寶秀 大漢村七星街51號旁擋土牆工程(NO.29) 新城鄉(108.7.11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振豐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佳民派出所沙發等設備工程

(NO.48)
花蓮縣(108.7.1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信美傢具行

鄭寶秀 嘉里村慈光社區道路改善工程(NO.29) 新城鄉(108.7.17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新健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花蓮縣消防局北埔分隊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16) 花蓮縣(108.7.18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財富企業

鄭寶秀 新城鄉公所清潔隊空氣壓縮機設備工程(NO.73) 新城鄉(108.7.29核銷)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新遠東汽車保養所

鄭寶秀 北埔國小文化台彩繪工程(NO.62) 新城鄉(108.8.6核銷) 99,033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鄭寶秀 大漢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65) 新城鄉(108.8.9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征峰企業社

鄭寶秀 新城公園公共設施改善工程(NO.52) 新城鄉(108.8.9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嘉里派出所電熱水器等設備

工程(NO.43)
花蓮縣(108.8.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鑫力企業社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58)
花蓮縣(108.8.23核銷) 92,4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鄭寶秀 樹林腳活動中心電腦等設備工程(NO.65) 新城鄉(108.9.9核銷) 64,06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威盛企業社

麥特科技有限公司

鄭寶秀 北埔第二公墓納骨塔鐵捲門改善工程(NO.78) 新城鄉(108.9.9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征峰企業社

鄭寶秀 康樂村康樂一街社區公佈欄設施改善工程(NO.85) 新城鄉(108.9.16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鄭寶秀 新城鄉衛生所小兒耳鼻喉處置台設備工程(追加-18) 花蓮縣(108.10.7核銷) 7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衛生局 逕洽廠商 鴻昌興業有限公司

鄭寶秀 新城鄉公所清潔隊割草機等設備工程(追加-22) 新城鄉(108.10.17核銷) 89,1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辦公室OA等設備

工程(NO.58)
花蓮縣(108.10.1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信美家具行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設施改善工程

(NO.85)
花蓮縣(108.10.18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大吉鋁業五金行

昱鋐工程行

鄭寶秀 順安村北三棧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追加-12) 新城鄉(108.10.23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協信鋁材行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冷氣等設備工程(NO.85) 花蓮縣(108.10.25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鑫立企業社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鄭寶秀 順安活動中心電力設施改善工程(追加-18) 新城鄉(108.11.6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佶勝工程行

鄭寶秀
新城鄉立圖書館冷氣設備暨防焰窗簾設施改善工程

(追加-18)
新城鄉(108.11.11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豪美裝潢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鄭寶秀 新城鄉公所外牆防水彩繪工程(NO.78) 新城鄉(108.11.14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鄭寶秀 康樂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追加-18) 新城鄉(108.11.14核銷)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卉盈企業社



鄭寶秀 新城鄉鄉立幼兒園飲水機等設備工程(追加-22) 新城鄉(108.11.20核銷) 67,72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龍泉科技有限公司

葉氏企業

鄭寶秀 新城鄉立幼兒園積木等設備工程(追加-18) 新城鄉(108.11.20核銷) 99,37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育德文教企業

天詣國際企業社

鄭寶秀 康樂國小司令台設施改善工程(NO.79) 新城鄉(108.12.02核銷)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公開取得(最有

利標)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鄭寶秀 嘉里國小圖書室書櫃等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14) 新城鄉(108.08.26核銷) 1,0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嘉里國民

小學
公開招標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

鄭寶秀 嘉新村嘉南一街33巷排水溝改善工程(追37) 新城鄉(108.11.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星工程行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RFID車道系統設備工程(追4) 花蓮縣(108.11.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光綠能科技

鄭寶秀 北埔火車站前廣場周邊設施改善工程(追18) 新城鄉(108.11.27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加灣派出所辦公室OA設備工

程(追33)
花蓮縣(108.11.2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新美家具行

鄭寶秀 新興村農路改善工程(追12) 富里鄉((108.12.24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

鄭寶秀 新城村新興路人行道改善工程(追52) 新城鄉((108.12.24核銷) 84,31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文璁企業社

鄭寶秀 新城鄉鄉內綠美化工程(追55) 新城鄉108.12.31(核銷) 48,69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虹霖園藝

鄭寶秀 順安活動中心圍牆彩繪工程(追18) 新城鄉(109.01.03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美牆生壁畫工作室

鄭寶秀 花蓮縣消防局和仁分隊飲水機等設備工程(no.65) 花蓮縣(109.01.09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比價 大唐系統家具等

賴國祥 豐濱國小教室耐磨地板設施改善工程(NO.32) 豐濱鄉(108.05.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

賴國祥 花蓮縣消防局萬榮分隊收納櫃設備工程(NO.27) 花蓮縣(108.05.29核銷) 34,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賴國祥 花蓮縣消防局豐濱分隊電視設備工程(NO.27) 花蓮縣(108.06.05核銷) 16,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三越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

賴國祥 花蓮縣消防局豐濱分隊水波爐設備工程(NO.38) 花蓮縣(108.06.18核銷) 17,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建南電器有限公司



賴國祥 花蓮市立殯儀館家屬休息區改善工程(NO.40) 花蓮市(108.06.28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鉅佳室內裝修設計

賴國祥 太巴塱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45) 光復鄉(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巴塱國小 逕洽廠商 茂辰科技

賴國祥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分隊洗衣機等設備及設施改善工

程(NO.69)
花蓮縣(108.09.06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共同供應契約

逕洽廠商

富新電器有限公司、

百冠電器有限公司、

麥德森企業有限公

司、駿興電器有限公

賴國祥 太巴塱祭祀廣場投光燈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87) 光復鄉(108.09.06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炫德工程有限公司

賴國祥
北昌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北昌國

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林宗昆、賴國祥-59 ，2人2案

，總計915,000元整】

吉安鄉(108.9.11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勝欣企業社

賴國祥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冷氣等設備工程

(NO.69)
花蓮縣(108.09.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賴國祥 光復國中田徑訓練室設施改善工程(NO.追9) 光復鄉(108.10.0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紹軒土木包工業

賴國祥 豐濱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NO.73) 豐濱鄉(108.10.14核銷)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翔天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

賴國祥 瑞穗國中游泳池水底吸塵器等設備工程(NO.追23) 瑞穗鄉(108.10.29核銷) 82,6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新順企業有限公司

賴國祥 鹽寮村橄樹腳道路改善工程(NO.追10) 壽豐鄉(108.11.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永順土木包工業

賴國祥 西富村阿羅隆跳舞場設施改善工程(NO.58) 光復鄉(108.11.25核銷) 1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公開取得 溢盛土木包工業

賴國祥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田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NO.追25)
花蓮縣(108.12.1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淨寶企業有限公司

賴國祥 豐濱國中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追44) 豐濱鄉(108.12.2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必艾奇亞洲有限公司

賴國祥 光復鄉公所割草機設備工程(NO.追47) 光復鄉(108.12.2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晨暘農機行

賴國祥 豐濱鄉公所樂器設備工程(NO.追43) 豐濱鄉(108.12.20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功學社音樂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賴國祥 東富村路燈工程(NO.追10) 光復鄉(108.12.27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斯雅工程有限公司



賴國祥 豐濱國中樂器設備工程(NO.追54) 豐濱鄉(108.12.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國中 逕洽廠商 育樂社

賴國祥 光復鄉公所音響設備工程(NO.追55) 光復鄉(108.12.27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賴國祥 靜浦社區籃球場設施改善工程(NO.91) 豐濱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華企業社

賴國祥 萬榮鄉公所桌球桌等設備工程(NO.追37) 萬榮鄉(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逕洽廠商

豐東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育樂社

賴國祥 大榮部落道路安全護欄工程(NO.追37) 鳳林鎮(109.01.07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公開取得 永業興土木包工業

賴國祥
北昌國小遊樂器材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北昌國小

遊樂器材設備工程，林宗昆、賴國祥-59 ，2人2案，總計

915,000元整】

吉安鄉(108.9.11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昌國小 公開取得 勝欣企業社

賴國祥 舞鶴村新舞鶴段農路改善工程(no.58) 瑞穗鄉(108.12.20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公開招標 裕國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三民國中工藝大樓旋轉樓梯扶手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縣(108.4.9核銷) 95,693 其他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逕洽廠商 慶譽營造有限公司

謝國榮 豐山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 壽豐鄉(108.04.16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逕洽廠商 百宏農機行

謝國榮 民有里北濱街內人行道等設施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4.26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崑暉營造有限公司

謝國榮 中正國小校舍頂樓花台不銹鋼板設施工程 花蓮市(108.5.9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立志鋁業社

謝國榮 中正國小窗簾設施工程 花蓮市(108.5.17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集成室內裝璜行

謝國榮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 新城鄉(108.5.21核銷) 8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百達環保企業社

謝國榮 大榮里大榮一村排水溝加蓋設施工程 鳳林鎮(108.5.27核銷) 1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開口契約 鼎益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新城鄉轄內公共設施粉刷美化工程(NO.38) 新城鄉(108.6.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謝國榮 花蓮縣消防局自強分隊吸塵器等設備工程(NO.22) 花蓮縣(108.6.13核銷)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消防局 逕洽廠商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謝國榮 鑄強國小桌球室設施改善暨球桌設備工程(NO.24) 花蓮市(108.6.13核銷) 96,500 其他公共工程 鑄強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等

謝國榮 新城鄉重要路口綠美化工程(NO.38) 新城鄉(108.06.28核銷) 98,49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傑立工程行

謝國榮 壽豐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NO.38) 壽豐鄉(108.8.9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謝國榮 文蘭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NO.10) 秀林鄉(108.8.27核銷) 5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公開取得 勝聯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復興國小圖書設備工程(NO.51) 花蓮市(108.9.1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逕洽廠商 一品文化企業社

謝國榮

民勤里中美三街46巷道路改善工程、國光里路面改

善工程【核定名：民勤里中美三街46巷道路改善工

程，謝國榮-1、李秋旺-10 ，2人2案，總計297,461元

整】

花蓮市(108.10.9核銷) 2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招標 天譽營造有限公司

謝國榮
民勤里公有行道樹等綠美化工程、花蓮市區行道樹

綠美化工程【核定名：民勤里公有行道樹等綠美化工程

，謝國榮-1、吳東昇-36 ，2人2案，總計383,489元整】

花蓮市(108.10.25核銷)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限制性招標
蓮躍景觀設計有限公

司

謝國榮 長橋國小圍牆設施改善工程(追加-24) 鳳林鎮(108.11.8核銷) 97,000 其他公共工程 長橋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正派出所木製椅組等設備

工程(NO.57)
花蓮縣(108.11.1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共同

供應契約

昇宏資訊

皇儒貴有限公司

復升資訊科技有限公

司   賀眾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東一傢俱

謝國榮 國風里活動中心投影機設備工程(NO.63) 花蓮市(108.11.22核銷)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新碩科技有限公司

謝國榮 中華國小照明暨環境設施改善工程(NO.63) 花蓮市(108.12.02核銷) 98,820 其他公共工程 中華國小 逕洽廠商 華興水電工程行

簡智隆 見晴國小辦公室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2) 萬榮鄉(108.03.20核銷)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見晴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簡智隆 古風國小屋頂漏水改善工程(NO.2) 卓溪鄉(108.04.09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晟宏工程行

簡智隆 紅葉國小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14) 萬榮鄉(108.05.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簡智隆 萬榮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17) 萬榮鄉(108.05.01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簡智隆 富源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25) 瑞穗鄉(108.05.20核銷)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簡智隆 明利國小B棟教室洗手台周邊改善工程(NO.37) 萬榮鄉(108.05.22核銷) 97,85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明利國小操場步道及排水改善工程(NO.28) 萬榮鄉(108.05.22核銷) 94,760 其他公共工程 明利國小 逕洽廠商 信福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紅葉國小校園防撞條設施工程(NO.39) 萬榮鄉(108.06.10核銷) 76,650 其他公共工程 紅葉國小 逕洽廠商 太子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萬榮國小黑板等設備工程(NO.19) 萬榮鄉(108.07.10核銷) 204,5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公開取得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簡智隆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鳳林派出所辦公室OA等設備

工程(NO.31)
花蓮縣(108.07.1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逕洽廠商 家緣企業社

簡智隆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富源派出所冷氣設備工程

(NO.33)
花蓮縣(108.07.24核銷)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警察局 共同供應契約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簡智隆
伊入柑布農部落(崙天遊憩區)床架等設備工程

(NO.65)
卓溪鄉(108.08.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共同供應契約

大全行、捷宇電腦企

業社、大同股份有限

公司

簡智隆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卓樂派出所粉刷美化工程

(NO.65)
花蓮縣(108.10.07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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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智隆 紅葉村第10鄰農路改善工程(NO.69) 萬榮鄉(108.10.29核銷) 21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馬遠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鶴岡國小電腦設備工程(NO.追34) 瑞穗鄉(108.11.20核銷) 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簡智隆
奇美國小辦公室OA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奇美

國小辦公室OA設備工程，併簡智隆-追38、哈尼．噶

照-追46，2人2案，總計183000元整】

瑞穗鄉(108.12.0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共同供應契約 宏宜企業社

簡智隆 瑞穗國中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追31) 瑞穗鄉(108.12.13核銷) 52,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生鑫電機有限公司、

燈王的店有限公司、

正久百貨五金行、天

和企業行

簡智隆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設施改善工程(NO.65) 花蓮縣(108.12.17核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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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智隆 紅葉村8鄰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NO.73) 萬榮鄉(108.12.18核銷) 59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公所 公開取得 三碩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西林國小活動中心全彩LED字幕機設備工程(NO.追

23)
萬榮鄉(109.01.03核銷)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西林國小 逕洽廠商 兆學企業社

魏嘉彥 中正國小門前AC路面改善工程 花蓮市(108.3.2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永鑫工程行



魏嘉彥 花蓮縣老人會館桌球台設備工程 花蓮市(108.5.2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東暎體育企業有限公

司

魏嘉彥 佳民國小風雨教室粉刷美化工程 秀林鄉(108.5.17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佳民國小 逕洽廠商 津賀盛有限公司

魏嘉彥 吉安國小更新校名立體字體設施工程 吉安鄉((108.5.27核銷)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廣告社



魏嘉彥 主權里里內路樹綠美化工程 花蓮市(108.5.31核銷) 3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連利工程行

魏嘉彥 吉安國小碎木機設備工程 吉安鄉(108.6.5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魏嘉彥 花蓮市市區路燈工程(NO.18) 花蓮市(108.6.17核銷) 6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魏嘉彥 花蓮市立殯儀館排水溝設施改善工程(追加-10) 花蓮市(108.9.2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順盛企業社

魏嘉彥 萬寧村村辦公處飲用水機設備工程(追加-14) 富里鄉(108.10.17核銷)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玉山淨水企業社

宏匠企業社

魏嘉彥 中正國小圖書紫外線除菌機設備工程(追加-15) 花蓮市(108.10.17核銷) 176,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魏嘉彥 中正國小窗簾設施工程(追加-15) 花蓮市(108.10.23核銷)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集成室內裝璜行

魏嘉彥 花蓮市區路燈工程(追加-10) 花蓮市(108.11.1核銷) 34,59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魏嘉彥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豐川派出所電話交換機等設

備工程(追加-12)
花蓮縣(108.11.15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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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嘉彥 國裕里里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 (追30) 花蓮市(108.12.20核銷) 4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全鋒企業社

魏嘉彥 東里村新活動中心電動鐵捲門設施工程(追14) 富里鄉(108.12.20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增倉水電行

魏嘉彥 主力里及主學里活動中心設施及冷氣等設備(追3) 花蓮市(108.12.23核銷) 7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招標 葉氏企業等

魏嘉彥
花蓮市圖書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2案【核定名：花

蓮市圖書館監視系統設備工程，魏嘉彥50萬併蔡啟

塔20萬，計70萬】(追3)

花蓮市(109.01.03)核銷) 7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公開取得 鋒域數位科技

魏嘉彥 花蓮市區行道樹等綠美化工程(追3) 花蓮市(109.01.03核銷)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宏晟土木包工業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