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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

科目
主辦機關

招標方

式
得標廠商

張峻 林榮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NO.22）
鳳林鎮

(110.05.31核

銷)

98,000 97,14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建邦機械工程行

張峻 大禹里排水溝環境改善工程（NO.9）
玉里鎮

(110.06.08核

銷)

98,000 97,91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碇玉工程行

張峻 鳳智里里辦公處音響設備工程（NO.58）
鳳林鎮

(110.06.21核

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小計 294,500 293,562

潘月霞 瑞穗國中電動鐵捲門改善工程（NO.15）
瑞穗鄉

(110.04.15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瑞美國小幼兒園採光罩設施改善工程（NO.15）
瑞穗鄉

(110.04.23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美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古風國小射箭器材儲放用貨櫃設備工程（

NO.15）

卓溪鄉

(110.04.23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大禹國小辦公大樓樓梯改善工程（NO.18）
玉里鎮

(110.05.04核

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東里村阿眉溪農路改善工程（NO.16）
富里鄉

(110.05.10核

銷)

52,191 52,191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洋洋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明里國小校園環境改善工程（NO.32）
富里鄉

(110.05.14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里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東里村仿竹欄杆設施改善工程（NO.34）
富里鄉

(110.05.14核

銷)

98,618 98,61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章昌土木包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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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月霞 瑞穗鄉老人會館冷氣設備工程（NO.39）
瑞穗鄉

(110.05.20核

銷)

98,600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欣電器行

潘月霞 高寮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15）
玉里鎮

(110.05.3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高寮國小 逕洽廠商 晟弘工程行

潘月霞 萬寧村活動中心吹葉機等設備工程（NO.45）
富里鄉

(110.05.31核

銷)

74,000 74,0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興工具商行

潘月霞 松浦里社區活動廣場改善工程（NO.39）
玉里鎮

(110.06.08核

銷)

98,000 97,91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松浦里社區道路改善工程（NO.39）
玉里鎮

(11.06.28核

銷)

98,000 97,918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義盛土木包工業

潘月霞 東里村老人會館印表機設備工程（NO.39）
富里鄉

(110.06.29核

銷)

12,000 11,62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小計 1,113,409 1,112,865

張美慧 信義國小班級教室矮櫃設備工程(NO.26)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94,447 94,44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兩家比價 金源土木包工業

張美慧 花蓮市立殯儀館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27)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98,700 98,6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峰岳資訊

張美慧 花蓮市區路燈工程(NO.28)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84,602 84,50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張美慧 花蓮市立殯儀館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27)
花蓮市

(110.6.1核

銷)

98,700 98,6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峰岳資訊

張美慧 國慶里里內遊憩設施工程(NO.42)
花蓮市

(110.6.16核

銷)

97,388 97,274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全得企業

小計 473,837 473,543

吳東昇
中原國小學童接送區遮雨棚設施改善工程

(NO.3)

花蓮市

(110.2.25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阿福室內裝修行

吳東昇 中原國小棒球發球機設備工程(NO.3)
花蓮市

(110.3.1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體育用品



吳東昇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工商科執行重慶市場旁臨時

停車場區整地工程 (NO.19)

花蓮縣

(110.3.1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觀

光處
逕洽廠商

陸輝瀝青股份有限公

司

吳東昇 吉安國小故事創意空間電腦等設備工程(NO.3)
吉安鄉

(110.4.6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昇宏資訊有限公司/

育長企業社/燦坤建

國店/正義音響行

吳東昇 自強國中諮商室冷氣設備工程(NO.35)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66,684 62,836 其他公共工程 自強國中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吳東昇 東海十街路燈工程(NO.17)
吉安鄉

(110.5.28核

銷)

15,000 13,251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和工程行

吳東昇 中正國小游泳池跳水台設施工程(NO.11)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240,000 2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取得

報價
遠斌企業有限公司

吳東昇 萬寧國小校舍窗簾設施工程(NO.43)
富里鄉

(110.6.16核

銷)

99,600 99,6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寧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小計 815,284 809,687

魏嘉彥 康樂國小操場及紅土跑道整建工程(NO.23)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康樂國小 逕洽廠商 駿太企業有限公司

魏嘉彥 花蓮市公所電腦設備工程(NO.14)
花蓮市

(110.4.12核

銷)

30,000 26,51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約 中錸科技

魏嘉彥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執行社會福利館2樓長青教室

地板設施改善工程(NO.1)

花蓮市

(110.4.12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社

會處
逕洽廠商 建發裝潢企業社

魏嘉彥 華西路路樹綠美化工程(NO.12)
花蓮市

(110.4.21核

銷)

98,000 97,9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連利工程行

魏嘉彥 信義國小生態教學環境改善工程(NO.35)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98,257 98,257 其他公共工程 信義國小 逕洽廠商 宜璟景觀工程行

魏嘉彥 廣東街、國興一街照明改善工程(NO.4)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98,000 97,99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魏嘉彥 花蓮市公所電腦伺服器設備工程(NO.21)
花蓮市

(110.6.16核

銷)

450,000 4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共同供約
精誠科技整合股份有

限公司

魏嘉彥 主權里里內照明改善工程(NO.33)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70,000 69,25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小計 1,041,257 1,036,928

吳建志 宜昌國小教師專業會議桌椅設備工程(NO.43)
吉安鄉

(110.5.2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小 逕洽廠商 好美家具生活館

小計 98,000 98,000

徐子芳
國風國中自動體外電擊器(AED)設備工程

(NO.20)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逕洽廠商
新光電通股份有限公

司

徐子芳 中原國小水塔設施改善工程(NO.18)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89,617 89,617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力天非凡工程行

徐子芳 中正國小電話總機系統設備工程(NO.18)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200,000 199,20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

標

昶通通信有限公司

徐子芳 國風國中集塵系統等設備工程(NO.20)
花蓮市

(110.5.24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逕洽廠商 大有行

徐子芳 國福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38)
花蓮市

(110.5.28核

銷)

88,400 88,4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徐子芳 平和社區環境及人行步道改善工程(NO.39)
壽豐鄉

(110.6.16核

銷)

98,000 97,28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鴻工程行

小計 654,017 652,507

李秋旺 吉安國小舞台設施改善工程(NO.3)
吉安鄉

(110.4.6核

銷)

99,326 99,32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寓森室內裝修

李秋旺 壽豐鄉鄉立圖書館圖書設備工程(NO.14)
壽豐鄉

(110.4.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麗崧書局

李秋旺 月眉村鄉道38-1線道路及護欄工程(NO.12)
壽豐鄉

(110.5.24核

銷)

98,000 95,37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鴻工程行

李秋旺 中正國小全自動軟化過濾器設備工程(NO.43)
花蓮市

(110.6.16核

銷)

91,770 91,77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上辰有限公司

小計 387,096 384,474



林宗昆 國風國中教具教材設備工程(NO.3)
花蓮市

(110.4.6核

銷)

90,000 89,81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逕洽廠商 育樂社

林宗昆 鳳仁國小校園環境改善工程(NO.18)
鳳林鎮

(110.4.6核

銷)

94,748 94,748 其他公共工程 鳳仁國小 逕洽廠商 鼎盛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豐山國小置物櫃設備工程(NO.3)
壽豐鄉

(110.4.21核

銷)

98,940 98,94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宗禮科執行忠烈祠旁無障礙

坡道設施工程(NO.1)

花蓮縣

(110.4.21核

銷)

62,500 62,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民

政處
逕洽廠商 禎讚企業社

林宗昆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宗禮科執行忠烈祠旁無障礙

坡道設施工程(NO.24)

花蓮縣

(110.4.21核

銷)

62,500 62,500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縣政府民

政處
逕洽廠商 大力士工程行

林宗昆 北林里活動中心公廁改善工程(NO.22)
鳳林鎮

(110.5.4核

銷)

98,500 98,063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阿含工程行

林宗昆 中正國小綠美化工程(NO.40)
花蓮市

(110.6.8核

銷)

97,000 96,251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勤翔工程行

林宗昆 中山路及博愛路新設路燈工程(NO.33)
新城鄉

(110.6.16核

銷)

211,671 211,67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佶勝工程行

林宗昆
富世國小教室走廊地面PU粉刷設施改善工程

(NO.48)

秀林鄉

(110.6.29核

銷)

98,790 98,660 其他公共工程 富世國小 逕洽廠商 華新油漆工程行

林宗昆 民族里里辦公處設施改善工程(NO.8)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99,000 96,066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宏晟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中原國小公佈欄設施工程(NO.7)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公開取得

報價
金源土木包工業

林宗昆 長良國小校門路面地坪改善工程(NO.48)
玉里鎮

(110.6.29核

銷)

98,843 98,801 其他公共工程 長良國小 逕洽廠商 宏育土木包工業

小計 1,312,492 1,308,010

莊枝財 永豐國小投影機設備工程(NO.5)
富里鄉

(110.3.1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莊枝財 美崙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7)
花蓮市

(110.4.6核

銷)

298,124 286,124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共同供約
視世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莊枝財 新城國中冷氣設備工程(NO.7)
新城鄉

(110.4.21核

銷)

298,924 2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共同供約

新世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百裕電業有限

公司

莊枝財 新城國中音樂教室音響設備工程(NO.43)
新城鄉

(110.5.24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業行

莊枝財 嘉里國小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40)
新城鄉

(110.6.16核

銷)

98,432 98,432 其他公共工程 嘉里國小 比價 一二漆行

莊枝財 美崙國中多功能LED電視機設備工程(NO.46)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美崙國中 逕洽廠商 太夆音響電業行

小計 991,480 979,480

林源富 鳳智里里辦公處冷氣設備工程(NO.21)
鳳林鎮

(110.4.6核

銷)

162,000 161,58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淨寶企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忠孝國小電動遮雨帆設施工程(NO.18)
花蓮市

(110.4.12核

銷)

99,500 99,159 其他公共工程 忠孝國小 逕洽廠商 花東帆布鐵架行

林源富 北林國小工具室設施改善工程(NO.18)
鳳林鎮

(110.4.29核

銷)

98,574 98,574 其他公共工程 北林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鳳智里里辦公處飲水機設備工程(NO.33)
鳳林鎮

(110.4.29核

銷)

38,000 22,221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林源富 國風國中電腦設備工程(NO.15)
花蓮市

(110.4.29核

銷)

200,000 2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國風國中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林源富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16)
吉安鄉

(110.5.4核

銷)

88,714 81,41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林源富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桌球桌設備工程(NO.21)
吉安鄉

(110.5.4核

銷)

27,000 27,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硬體育用品企業有

限公司

林源富 溪口國小貨櫃設備工程(NO.40)
壽豐鄉

(110.5.6核

銷)

88,725 88,725 其他公共工程 溪口國小 逕洽廠商 和信築夢工坊

林源富 中正國小電子式計時器等設備工程(NO.20)
花蓮市

(110.5.1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自然休閒企業社

林源富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21)
吉安鄉

(110.5.11核

銷)

99,000 98,53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漢升鋁門窗行



林源富 中正國小電話總機系統設備工程(NO.20)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52,000 51,794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

標

昶通通信有限公司

林源富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二樓電力改善工程(NO.16)
吉安鄉

(110.5.17核

銷)

37,000 36,596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龍駒企業社

林源富 志學村社區環境改善工程(NO.16)
壽豐鄉

(110.5.17核

銷)

95,000 94,977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安佑營造有限公司

林源富 宜昌村村辦公處割草機設備工程(NO.33)
吉安鄉

(110.5.24核

銷)

26,000 2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林源富 壽豐鄉公所投影機等設備工程（NO.33）
壽豐鄉

(110.5.2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約 銘傑事務儀器企業社

林源富 鳳智里里辦公處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16)
鳳林鎮

(110.5.28核

銷)

98,490 98,133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福興社區老人會館廁所改善工程(NO.16)
吉安鄉

(110.6.8核

銷)

99,000 98,625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

林源富 吉安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18)
吉安鄉

(110.6.16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共同供約 豪星工業有限公司

林源富 豐山國小幼兒園地墊設施工程(NO.18)
壽豐鄉

(110.6.29核

銷)

203,000 203,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勝欣企業社

小計 1,806,003 1,780,345

邱光明 新城鄉第一公墓貨櫃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3.18核

銷)

80,000 8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裕豐貨櫃企業有限公

司

邱光明 光復路勇士圖騰LED燈設施工程(NO.9)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佶勝工程行

邱光明 新城鄉清潔隊電腦等設備工程(NO.14)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1,000 90,868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威資訊企業社

邱光明 新城鄉清潔隊煙霧機等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昌農肥料行

邱光明 新城鄉鄉立圖書館設施改善工程(NO.1)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7,297 97,29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千京科技環保工程行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環保鞭炮機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4.6核

銷)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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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鄉第二公墓金紙爐設施工程(NO.1)
新城鄉

(110.4.12核

銷)

86,000 85,93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千京科技環保工程行

邱光明 新城國中特教班烤箱等設備工程(NO.26)
新城鄉

(110.4.核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太丰音響電業行/花

蓮家樂福/岱瑞國際

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鄉立圖書館投影機等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4.核銷)
98,000 95,95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佳鴻企業社/金帝國

音響

邱光明 新城鄉第二公墓土地公祭祀桌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4.21核

銷)

35,000 3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星名石股份有限公

司

邱光明 新城村新城公園周邊綠美化工程(NO.21)
新城鄉

(110.4.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虹霖園藝

邱光明 佳林村龍泉公園周邊綠美化工程(NO.21)
新城鄉

(110.4.29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元欣園藝工程行

邱光明 康樂老人會館健身器材設備工程(NO.31)
新城鄉

(110.4.29核

銷)

25,000 23,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樂社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電腦等設備工程(NO.1)
新城鄉

(110.4.29核

銷)

180,000 162,409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共同供約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元祥資訊有限公司

邱光明 康樂老人會館沙發組設備工程(NO.31)
新城鄉

(110.5.11核

銷)

65,000 63,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和成家具行

邱光明 新城社區活動中心跑步機等設備工程(NO.16)
新城鄉

(110.5.24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樂社

邱光明 新城鄉鄉立圖書館粉刷美化工程(NO.37)
新城鄉

(110.5.28核

銷)

98,000 97,718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宇凡企業社

邱光明 新城鄉鄉立圖書館沙發組等設備工程(NO.21)
新城鄉

(110.5.28核

銷)

98,000 97,65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和成家具行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環保吹葉機設備工程(NO.37)
新城鄉

(110.5.28核

銷)

23,000 18,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昌農肥料行

邱光明
新城村中正路及博愛路周邊路燈設施工程

(NO.22)

新城鄉

(110.6.8核

銷)

420,000 42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佶勝工程行



邱光明
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筆記型電腦等設備工程

(NO.42)

新城鄉

(110.6.16核

銷)

62,000 61,146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全能資訊

邱光明 康樂社區活動中心血壓計設備工程(NO.16)
新城鄉

(110.6.16核

銷)

65,000 64,8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議價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轄內公車候車亭粉刷美化工程(NO.51)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8,000 97,987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邱光明 新城鄉公所冷氣等設備工程(NO.45)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9,800 99,75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嘉興電器維修行

小計 2,394,097 2,362,514

張正治 萬寧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4)
富里鄉

(110.4.6核

銷)

94,033 94,033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宏暐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

張正治 吉安國小移動式音響等設備工程(NO.5)
吉安鄉

(110.4.6核

銷)

99,900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育長企業社/正義音

響行

張正治 福興村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9)
吉安鄉

(110.4.6核

銷)

88,558 88,558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張正治 中原國小棒球發球機設備工程(NO.18)
花蓮市

(110.4.6核

銷)

89,000 8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印地安體育用品社

張正治 仁里村村辦公處微霧風扇設備工程(NO.22)
吉安鄉

(110.4.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萬年電機修理所

張正治 吉安村村內道路安全設施工程(NO.4)
吉安鄉

(110.5.4核

銷)

80,000 73,653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聯億交通標示工程有

限公司

張正治 仁和村活動中心工作台等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

(110.5.28核

銷)

42,600 42,6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順利冷氣冷凍材料行

/東台灣不鏽餐飲設

備

張正治 吉安鄉老人會館冷氣設備工程(NO.21)
吉安鄉

(110.6.8核

銷)

195,267 195,267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共同供約 葉氏企業

張正治 吉安國小膠管裝訂機等設備工程(NO.38)
吉安鄉

(110.6.8核

銷)

222,000 222,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洽廠商報

價辦理採

購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純正農業社/

葉氏企業/焦點沖印

張正治 吉豐路一段65巷道路改善工程(NO.33)
吉安鄉

(110.6.8核

銷)

117,115 115,95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張正治 崇德村及民有部落路燈增設工程(NO.42)
秀林鄉

(110.6.29核

銷)

98,000 97,75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小計 1,224,473 1,216,720

黃振富 吉安國小舞台布幕設施工程(NO.3)
吉安鄉

(110.4.6核

銷)

99,485 99,485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曼紗窗簾傢飾館

黃振富 新城國中校園粉刷美化工程(NO.26)
新城鄉

(110.4.6核

銷)

99,000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鉅揚企業社

黃振富 中正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56)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98,000 97,906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兆田實業有限公司

小計 296,485 296,315

鄭寶秀 北埔國小校園瀝青路面改善工程(NO.15)
新城鄉

(110.4.12核

銷)

98,959 98,959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鄭寶秀 新城村博愛路人行道改善工程(NO.31)
新城鄉

(110.5.11核

銷)

95,865 95,86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育園企業社

鄭寶秀 嘉新村社區涼亭設施改善工程(NO.21)
新城鄉

(110.5.17核

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嘉豐工程企業社

鄭寶秀
北埔村東方羅馬社區樹林街233巷水溝蓋改善工

程(NO.4)

新城鄉

(110.5.28核

銷)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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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林村及嘉里村內地下道粉刷美化工程(NO.39)
新城鄉

(110.6.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昇工程行

鄭寶秀 光復路排水溝改善工程(NO.31)
新城鄉

(110.6.16核

銷)

97,5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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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林國中圍牆及拱門改善工程(NO.38)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8,490 98,490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傑立工程行

鄭寶秀 北埔國小屋頂水槽設施改善工程(NO.46)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87,905 87,905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全格塗料有限公司

鄭寶秀 大漢村大華街及立業街水溝蓋改善工程(NO.47)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8,800 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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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村康樂三街排水溝板橋改善工程(NO.47)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1,000 90,991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傑立工程行

鄭寶秀 嘉里村村內綠美化工程(NO.34)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金連盛企業社

小計 1,054,519 1,054,510

謝國榮 北埔國小校園設施改善工程(NO.15)
新城鄉

(110.4.12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北埔國小 逕洽廠商 太陽油漆工程行

謝國榮
民意里化道路101、131巷排水溝改善工程

(NO.4)

花蓮市

(110.5.6核

銷)

98,000 9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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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國小風雨教室舞台地板設施改善工程

(NO.38)

花蓮市

(110.5.17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復興國小 議價 集成室內裝璜行

謝國榮 民意里大陳二村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37)
花蓮市

(110.6.16核

銷)

97,000 95,572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崴勝土木包工業

謝國榮 瑞穗鄉鄉內路燈工程(NO.21)
瑞穗鄉

(110.6.16核

銷)

97,000 96,27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德原水電行

謝國榮 民享里里內夜間照明改善工程(NO.47)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92,000 91,477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諭潔企業社

小計 580,000 574,373

黃馨 壽豐鄉公所電腦設備工程(NO.21)
壽豐鄉

(110.4.21核

銷)

53,000 53,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同供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黃馨
東昌社區活動中心廣場牆面粉刷美化工程

(NO.16)

吉安鄉

(110.4.29核

銷)

98,000 37,392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富貿油漆工程行

黃馨 化仁國小辦公室設備暨設施改善工程（NO.11）
吉安鄉

(110.5.11核

銷)

95,000 94,088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小 逕洽廠商 東懋資訊有限公司

黃馨 福興村舊村一街道路改善工程(NO.33)
吉安鄉

(110.6.8核

銷)

386,500 382,655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招標 巨鼎土木包工業

黃馨 吉安鄉清潔隊割草機設備工程(NO.37)
吉安鄉

(110.6.8核

銷)

81,000 81,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公開取得

報價
吉本電機五金行



黃馨 中琉公園槌球場改善工程(NO.31)
花蓮市

(110.6.29核

銷)

96,000 95,959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盛寶綠園藝工程行

小計 809,500 744,094

田韻馨 新城鄉清潔隊鏟裝機夾斗設備工程(NO.14)
新城鄉

(110.3.18核

銷)

61,000 60,9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鴻盛建設機械有限公

司

田韻馨 新城國中校門口電動鐵門改善工程(NO.35)
新城鄉

(110.4.21核

銷)

99,000 98,92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鉅揚企業社

田韻馨 新城鄉公所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4)
新城鄉

(110.4.21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台灣奧佳華國際有限

公司

田韻馨 奇美國小LED字幕機設備工程(NO.20)
瑞穗鄉

(110.4.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奇美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田韻馨 新城鄉公所冷氣等設備工程(NO.4)
新城鄉

(110.5.17核

銷)

87,000 87,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先捷行

田韻馨 新城鄉鄉內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21)
新城鄉

(110.5.28核

銷)

145,000 145,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開口契約 佶勝工程行

田韻馨 水源國小辦公桌等設備工程(NO.35)
秀林鄉

(110.6.16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逕洽廠商 永新科技

田韻馨 水源國小禮堂設施改善工程(NO.43)
秀林鄉

(110.6.2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水源國小 逕洽廠商 倍佳益有限公司

田韻馨 嘉新村區域排水溝加蓋工程(NO.12)
新城鄉

(110.6.29核

銷)

300,000 3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公開取得

報價
巨鼎土木包工業

田韻馨 水源村路燈工程(NO.42)
秀林鄉

(110.6.29核

銷)

70,000 69,559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小計 1,155,000 1,154,383

徐雪玉 太昌國小駕駛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5）
吉安鄉

(110.02.18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徐雪玉 壽豐國中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13）
壽豐鄉

(110.03.11核

銷)

99,099 99,099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欣悅科技有限公司

徐雪玉 平和國中照明設施暨桌椅設備工程（NO.20）
壽豐鄉

(110.04.15核

銷)

98,000 97,894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育長企業社、揚登企

業社

徐雪玉
豐山村、平和吳全活動中心水冷扇設備工程（

NO.16）

壽豐鄉

(110.05.14核

銷)

89,000 55,12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鑫科有限公司

徐雪玉 志學國小教室照明改善工程（NO.48）
壽豐鄉

(110.05.31核

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慈光工程行

徐雪玉 豐山國小辦公桌椅設備工程（NO.3）
壽豐鄉

(110.4.21核

銷)

140,000 1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徐雪玉 豐山國小櫥櫃等設備工程（NO.5）
壽豐鄉

(110.4.21核

銷)

140,000 140,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小計 761,099 727,118

張懷文 中原國小網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NO.5）
花蓮市

(110.03.11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原國小 逕洽廠商 雷達工程行

張懷文
壽豐國中活動中心與教室紗窗改善工程（

NO.13）

壽豐鄉

(110.03.19核

銷)

99,900 99,9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永村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平和國中乘坐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5）
壽豐鄉

(110.03.19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平和國中 逕洽廠商 養豐企業

張懷文 吉安國小洗地機設備工程（NO.15）
吉安鄉

(110.03.25核

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富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吉安國小PU保護墊設施工程（NO.15）
吉安鄉

(110.04.06核

銷)

56,000 5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育樂社

張懷文 池南村砍草機設備工程（NO.12）
壽豐鄉

(110.04.06核

銷)

25,000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信昌企業社

張懷文 太昌國小電動式吹葉機設備工程（NO.11）
吉安鄉

(110.04.06核

銷)

96,000 96,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昌國小 逕洽廠商 景鴻五金有限公司

張懷文 平和村吳全活動中心冷氣設備工程（NO.16）
壽豐鄉

(110.04.06核

銷)

130,000 1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豐坪活動中心電視設備工程（NO.16）
壽豐鄉

(110.04.08核

銷)

30,000 3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鳳仁里里辦公處音響等設備工程（NO.27）
鳳林鎮

((110.04.19

核銷)

95,000 94,976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共約
東輝儀器有限公司、

先捷行

張懷文 光華村活動中心烤箱等設備工程（NO.16）
吉安鄉

(110.04.27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達食品機械

張懷文 大進國小冷氣設備工程（NO.20）
光復鄉

(110.04.28核

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進國小 共約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志學國小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35）
壽豐鄉

(110.05.04核

銷)

81,000 81,000 其他公共工程 志學國小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

張懷文 豐山村仁愛街45巷路口反光鏡工程（NO.4）
壽豐鄉

(110.05.06核

銷)

20,000 19,758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鴻工程行

張懷文 壽豐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NO.13）
壽豐鄉

(110.05.10核

銷)

99,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公開招標 太陽油漆工程行

張懷文 豐坪村村辦公處電腦設備工程（NO.4）
壽豐鄉

(110.05.14核

銷)

60,000 6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共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張懷文
米棧村二段22-11號農路路面改善工程（

NO.27）

壽豐鄉

(110.05.20核

銷)

98,000 97,786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鴻工程行

張懷文 吉安舊村一街路燈工程（NO.14）
吉安鄉

(110.05.31核

銷)

20,000 17,669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祥和工程行

張懷文 豐坪村活動中心烤箱等設備工程（NO.27）
壽豐鄉

(110.05.31核

銷)

79,000 7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巨達食品機械

張懷文
光華國小人臉辨識體溫量測儀設備工程（

NO.46）

吉安鄉

(110.06.0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華國小 逕洽廠商 億學實業有限公司

張懷文 花崗國中表演藝術教室改善工程（NO.5）
花蓮市

(110.06.04核

銷)

300,000 261,649 其他公共工程 花崗國中 公開招標 慶泓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豐山國小幼兒園廚房改善工程（NO.3）
壽豐鄉

(110.06.17核

銷)

250,000 227,564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進昇土木包工業

張懷文 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冷氣等設備工程（NO.34）
壽豐鄉

(11.06.28核

銷)

127,000 124,412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戶政事

務所
逕洽廠商

百裕電器有限公司、

國立東華大學、富邦

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



小計 2,255,400 2,188,214

黃玲蘭 明里國小飲水機設備工程（NO.11）
富里鄉

(110.04.19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明里國小 逕洽廠商
山林森林事業有限公

司

黃玲蘭 大禹國小校園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26）
玉里鎮

(110.04.30核

銷)

99,450 99,45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黃玲蘭 萬寧村排水溝改善工程（NO.28）
富里鄉

(110.05.04核

銷)

98,000 9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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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國中校園環境改善工程（NO.32）
玉里鎮

(110.05.3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國中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黃玲蘭 富里國小圖書室桌椅組設備工程（NO.52）
富里鄉

(110.06.10核

銷)

97,600 97,6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國小 逕洽廠商 世鋒企業有限公司

黃玲蘭 萬寧村簡易自來水設施改善工程（NO.45）
富里鄉

(110.06.23核

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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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國小手提行動無線麥克風擴音設備工程（

NO.56）

玉里鎮

(11.06.28核

銷)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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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江安通農路護欄工程（NO.45）
富里鄉

(11.06.28核

銷)

98,000 97,372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小計 786,050 785,340

哈尼．噶照 露埔部落音響設備工程（NO.9）
富里鄉

(110.03.16核

銷)

98,000 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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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鶴岡國小電力線路改善工程（NO.18）
瑞穗鄉

(110.04.06核

銷)

97,955 97,955 其他公共工程 鶴岡國小 公開招標 安陞企業社

哈尼．噶照 宮前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34）
玉里鎮

(110.05.20核

銷)

89,000 79,440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宏邦電訊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悟繞部落音響設備工程（NO.4）
瑞穗鄉

(110.05.20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優秝科技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松浦里24鄰農路鋪設水泥路面工程（NO.31）
玉里鎮

(110.06.08核

銷)

98,000 97,971 其他公共工程 玉里鎮公所 逕洽廠商 承建營造有限公司



哈尼．噶照 永豐國小校園環境美化工程（NO.32）
富里鄉

(110.06.21核

銷)

95,360 95,360 其他公共工程 永豐國小 逕洽廠商 大也土作工作室

哈尼．噶照
卓楓國小校舍飲用水設施改善暨熱水器設備工

程（NO.20）

卓溪鄉

(110.06.23核

銷)

98,000 87,562 其他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逕洽廠商

順達水電行、詠暉水

電工程行、欽欣工程

行

哈尼．噶照 馬立雲文健站冷氣設備工程（NO.31）
瑞穗鄉

(110.06.29核

銷)

112,000 80,262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鄉公所 逕洽廠商 葉氏企業

小計 786,315 734,150

葉鯤璟
南平里第16鄰宅邊無名溪大排水溝改善工程（

NO.28）

鳳林鎮

(110.05.20核

銷)

90,000 8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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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國中正門川堂設施改善工程（NO.38）
鳳林鎮

(110.05.31核

銷)

93,000 93,000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國中 逕洽廠商 柏森室內裝修工程行

葉鯤璟 花蓮市立殯儀館護欄設施工程（NO.28）
花蓮市

(110.06.10核

銷)

90,000 89,958 其他公共工程 花蓮市公所 逕洽廠商 慶豐鋼鋁有限公司

葉鯤璟 豐山社區仁愛街聚會場綠美化工程（NO.33）
壽豐鄉

(110.06.11核

銷)

60,000 59,674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鄉公所 逕洽廠商 建鴻工程行

葉鯤璟 草林114-11號旁排水溝改善工程（NO.28）
新城鄉

(11.06.28核

銷)

98,000 97,994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昱峰工程行

葉鯤璟 壽豐國中排水溝改善工程（NO.38）
壽豐鄉

(11.06.28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中 逕洽廠商 順鴻土木包工業

小計 529,000 526,320

李正文 新城鄉原住民各部落廚具設備工程（NO.9）
新城鄉

(110.03.19核

銷)

70,000 69,825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康樂五金行

李正文 馬遠國小會議桌椅設備工程（NO.43）
萬榮鄉

(110.06.29核

銷)

91,500 91,500 其他公共工程 馬遠國小 逕洽廠商 金生元鐵櫃傢俱行

小計 161,500 161,325

賴國祥
壽豐國小校園設施暨高壓清洗機設備工程（

NO.11）

壽豐鄉

(110.04.23核

銷)

153,798 153,055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逕洽廠商
振輝土木包工業、百

宏農機行



賴國祥 西南村辦公處音響等設備工程（NO.34）
光復鄉

(110.05.31核

銷)

75,000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正義音響行、功學社

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賴國祥 貓公部落高壓清洗機等設備工程（NO.42）
豐濱鄉

(110.06.08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豐濱鄉公所 逕洽廠商 純正農業社

賴國祥 東富村加里洞活動中心設施改善工程（NO.42）
光復鄉

(110.06.16核

銷)

75,000 72,93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小計 402,798 399,985

蔡依靜 大興活動中心冰箱設備工程（NO.22）
光復鄉

(110.04.15核

銷)

20,000 19,927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蔡依靜 靜浦國小書櫃等設備工程（NO.32）
豐濱鄉

(110.04.23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靜浦國小 逕洽廠商 尚美家具行

蔡依靜 壽豐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NO.13）
壽豐鄉

(110.05.10核

銷)

150,000 149,700 其他公共工程 壽豐國小 公開招標 太陽油漆工程行

蔡依靜
光復國小西棟大樓及操場粉刷美化工程（

NO.35）

光復鄉

(110.05.10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小 逕洽廠商 力盛企業社

蔡依靜 吉伐塔罕文化健康站設施改善工程（NO.37）
光復鄉

(110.06.11核

銷)

98,000 97,345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鄉公所 逕洽廠商 佑維企業社

蔡依靜 中興部落道路改善工程（NO.47）
鳳林鎮

(11.06.28核

銷)

98,000 97,934 其他公共工程 鳳林鎮公所 逕洽廠商 鼎益土木包工業

蔡依靜 馬遠國小戶外全彩顯示幕設備工程（NO.43）
萬榮鄉

(110.06.29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馬遠國小 逕洽廠商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蔡依靜 靜浦村部落廣播系統設備工程（NO.45）
豐濱鄉

(11.06.28核

銷)

98,000 5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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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760,000 712,706

簡智隆 大禹國小自走式割草機設備工程（NO.15）
玉里鎮

(110.03.15核

銷)

88,500 8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大禹國小 逕洽廠商 銓億企業社

簡智隆 富源國小音響機櫃設備工程（NO.13）
富里鄉

(110.03.25核

銷)

98,500 98,500 其他公共工程 富源國小 逕洽廠商 津湛有限公司



簡智隆 銅門國小電腦設備工程（NO.11）
秀林鄉

(110.03.25核

銷)

150,000 1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銅門國小 共約 愷華資訊有限公司

簡智隆 瑞穗國中學生宿舍餐廳改善工程（NO.7）
瑞穗鄉

(110.04.28核

銷)

188,734 185,115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公開招標 晟弘工程行

簡智隆 吳江國小圍籬設施工程（NO.20）
富里鄉

(110.05.14核

銷)

98,600 98,600 其他公共工程 吳江國小 逕洽廠商 大夫土木包工業

簡智隆 光復國中投幣式烘(乾)衣機設備工程（NO.29）
光復鄉

(110.05.20核

銷)

96,800 96,800 其他公共工程 光復國中 逕洽廠商 東大電器材料行

簡智隆 萬榮國小粉刷美化工程（NO.29）
萬榮鄉

(110.06.02核

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國小 逕洽廠商 永和油漆工程行

簡智隆 萬榮鄉戶政事務所設施改善工程（NO.34）
萬榮鄉

(110.06.04核

銷)

99,800 99,800 其他公共工程
萬榮鄉戶政事

務所
逕洽廠商

藝彩美工社、好會文

創企業

簡智隆 北區路燈工程（NO.34）
秀林鄉

(11.06.28核

銷)

97,000 92,891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鄉公所 逕洽廠商 坤大水電工程行

小計 1,012,934 1,005,206

高小成 古風國小單柱不銹鋼籃球柱改善工程（NO.13）
卓溪鄉

(110.03.15核

銷)

70,000 7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秀林國中大門口地坪改善工程（NO.15）
秀林鄉

(110.04.08核

銷)

98,826 98,826 其他公共工程 秀林國中 逕洽廠商 元順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崙山國小校園環境地坪改善工程（NO.3）
卓溪鄉

(110.04.19核

銷)

97,440 97,440 其他公共工程 崙山國小 逕洽廠商 昱陽營造有限公司

高小成 崙山國小校舍粉刷美化工程（NO.3）
卓溪鄉

(110.04.19核

銷)

94,731 94,731 其他公共工程 崙山國小 逕洽廠商 陶賽企業社

高小成 古風村崙天農路改善工程（NO.1）
卓溪鄉

(110.05.06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鴻順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古風國小電子白板觸控螢幕設備工程（NO.13）
卓溪鄉

(110.05.20核

銷)

230,000 20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古風國小 公開招標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

高小成 卓楓國小行政樓暨教室粉刷美化工程（NO.26）
卓溪鄉

(110.05.20核

銷)

99,059 99,059 其他公共工程 卓楓國小 逕洽廠商 欽欣工程行



高小成 太平村中興部落護欄改善工程（NO.31）
卓溪鄉

(110.05.31核

銷)

75,000 73,782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逕洽廠商 大鵬土木包工業

高小成 太平國小割草機設備工程（NO.40）
卓溪鄉

(110.05.31核

銷)

25,000 2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太平國小 逕洽廠商 銓億企業社

高小成 中城國小樂器設備工程（NO.46）
玉里鎮

(110.06.08核

銷)

99,500 99,5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上永企業社

高小成 崙天部落第九鄰農路改善工程（NO.12）
卓溪鄉

(110.06.16核

銷)

200,000 129,078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鄉公所 公開招標 永發土木包工業

小計 1,187,556 1,090,416

笛布斯．顗賚 三民國中棒球隊置物櫃設備工程（NO.5）
玉里鎮

(110.03.11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三民國中 逕洽廠商 十圖企業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 南華國小活動中心循環扇設備工程（NO.5）
吉安鄉

((110.03.15

核銷)核銷)

98,750 98,75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華興水電行

笛布斯．顗賚 南華國小全彩字幕機設備工程（NO.5）
吉安鄉

((110.03.15

核銷)核銷)

91,500 82,2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共約 創奕科技實業

笛布斯．顗賚 宜昌國中網球訓練穿線機等設備工程（NO.5）
吉安鄉

(110.03.25核

銷)

265,755 244,600 其他公共工程 宜昌國中 逕洽廠商

農晨貿易有限公司、

茂倉生技企業社、北

方光電有限公司

笛布斯．顗賚 瑞穗國中學生宿舍洗衣機等設備工程（NO.7）
瑞穗鄉

(110.04.06核

銷)

92,000 92,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佳友電器行

笛布斯．顗賚 順安部落聚會所地坪改善工程（NO.21）
新城鄉

(110.04.19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昱順土木包工業

笛布斯．顗賚 吉安國小小提琴等設備工程（NO.13）
吉安鄉

(110.04.28核

銷)

99,800 99,8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國小 逕洽廠商

侯鈞彪提琴工作室、

鑫鑫攝影照相器材、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

笛布斯．顗賚 中正國小三輪發球機設備工程（NO.23）
花蓮市

(110.05.14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正國小 逕洽廠商 紅不讓體育用品社

笛布斯．顗賚
化仁國中棒球發球機設備暨打擊練習座等設施

工程（NO.20）

吉安鄉

(110.05.31核

銷)

182,800 179,500 其他公共工程 化仁國中 公開招標 上永企業社

笛布斯．顗賚
瑞穗國中學生宿舍及生科教室電力改善工程（

NO.20）

瑞穗鄉

(110.05.20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瑞穗國中 逕洽廠商

鋐溙水電裝潢工程

行、品創科技有限公

司



笛布斯．顗賚 新城國中校園監視系統設備工程（NO.48）
新城鄉

(110.05.31核

銷)

98,970 98,97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

笛布斯．顗賚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廳舍設施改善工程（NO.47）
吉安鄉

(110.06.17核

銷)

75,000 7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

務所
逕洽廠商 輝煌工程行

笛布斯．顗賚
吉安鄉戶政事務所網路、電話及電源佈線工程

（NO.47）

吉安鄉

(110.06.17核

銷)

75,620 75,62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戶政事

務所
逕洽廠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小計 1,473,195 1,439,440

周駿宥 新城國中電腦等設備工程（NO.3）
新城鄉

(110.03.15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國中 逕洽廠商

愷華資訊、花蓮縣各

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

社

周駿宥 嘉里國小前地下道粉刷美化工程（NO.14）
新城鄉

(110.03.25核

銷)

94,500 94,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嘉豐工程企業社

周駿宥 永興村活動中心冷氣投幣器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

(110.03.25核

銷)

38,000 3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隆盛水電工程行

周駿宥 仁里村活動中心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

(110.04.27核

銷)

50,000 50,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耀有限公司

周駿宥 吉安鄉清潔隊電焊機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

(110.04.28核

銷)

69,000 69,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吉本電機五金行

周駿宥 仁安村內公園運動器材設備工程（NO.12）
吉安鄉

(110.05.10核

銷)

95,000 95,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華耀有限公司

周駿宥 新城鄉清潔隊機車設備工程（NO.34）
新城鄉

(110.05.20核

銷)

80,000 73,500 其他公共工程 新城鄉公所 逕洽廠商 錦和企業

周駿宥
吉安鄉原住民事務所沙發椅組設備工程（

NO.14）

吉安鄉

(110.05.20核

銷)

38,000 3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吉安鄉公所 逕洽廠商 東源辦公家具行

周駿宥 國福國小電話交換機系統設備工程（NO.35）
花蓮市

(110.05.31核

銷)

99,082 89,734 其他公共工程 國福國小 逕洽廠商 昶通通信有限公司

周駿宥 豐山國小辦公桌椅設備工程（NO.3）
壽豐鄉

(110.4.21核

銷)

349,980 349,980 其他公共工程  豐山國小 公開招標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周駿宥 南華國小無線麥克風機組等設備工程（NO.35）
吉安鄉

(110.06.02核

銷)

98,000 98,000 其他公共工程 南華國小 逕洽廠商 金昊工程行



小計 1,110,562 1,094,714

陳建忠 卓溪國小割草機等設備工程（NO.35）
卓溪鄉

(110.05.14核

銷)

96,300 96,300 其他公共工程 卓溪國小 逕洽廠商 順豐行

陳建忠 中城國小中庭石椅鋪設工程（NO.35）
玉里鎮

(110.05.14核

銷)

100,000 100,000 其他公共工程 中城國小 逕洽廠商 上永企業社

陳建忠 豐南村6鄰道路改善工程（NO.33）
富里鄉

(110.05.31核

銷)

98,000 97,918 其他公共工程 富里鄉公所 逕洽廠商 鑑運土木包工業

陳建忠 源城國小樂器設備工程（NO.52）
玉里鎮

(110.06.16核

銷)

99,000 99,000 其他公共工程 源城國小 逕洽廠商 上永企業社

小計 393,300 393,218

合計 28,121,158 27,590,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