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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080021LG003 供應室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助航臺DIALIGHT雙燈

型低亮度障礙燈採購案

希進科技工程有

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4,500 14,000

2 A1080043LG007 供應室 2019/2/14

限制性招標(經

公開評選或公

開徵求)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落地式UPS飛

碟FT-R30UP電力模組等器材

採購案

立乙科技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250,950 249,000 249,000 100%

3 A1080049LG011 供應室 2019/2/18 公開招標 財物

松山機場塔臺、豐年機場跑

道燈光迴路及桃園機場

STAR2000雷達機房UPS採購

案

亞力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710,000 5,500,000 4,473,000 81.33%

4 A1080049LG011 供應室 2019/2/18 公開招標 財物

松山機場塔臺、豐年機場跑

道燈光迴路及桃園機場

STAR2000雷達機房UPS採購

案

盈正豫順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5,710,000

5 A1080049LG011 供應室 2019/2/18 公開招標 財物

松山機場塔臺、豐年機場跑

道燈光迴路及桃園機場

STAR2000雷達機房UPS採購

案

天應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否 最低標 5,710,000

6 A1080060KH009C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或企畫書
財物 高雄塔臺管制工作檯修改案

儀信股份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341,250 315,000 315,000 100%

7 A1080084KH014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 小額採購 勞務
馬公助航臺ADS-B設備架設

案

江華機電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88,792 85,000

8 A1080087KH016CY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工程
嘉義助航臺汰換浴室隔間暨

新設車棚排水槽案
藝美工程行 是 最低標 82,950 81,500

9 A1080091FN017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勞務 備勤室大樓4F機房室內修繕 昀達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98,750 97,000

10 A1080091FN017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勞務 備勤室大樓4F機房室內修繕 否 最低標 98,750

11 A1080092FN018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勞務
行政大樓值班室及廁所牆面

整修
昀達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99,480 95,335

12 A1080092FN018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勞務
行政大樓值班室及廁所牆面

整修
否 最低標 99,480

13 A1080093LG012 供應室 2019/2/5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通氣臺氣壓感測器採購

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2,30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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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1080099KH019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馬公助航臺單人床架及床墊

採購案
好眠生活館 是 最低標 68,000 64,000

15 A1080100KH020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5 小額採購 財物
馬公助航臺投影機電動布幕

採購案

大地流通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6,500 16,000

16 A1080104KH021C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財物
壽山通信機房分離式冷氣機

採購案
永勝家電行 是 最低標 33,327 33,200

17 A1080105KH022KM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3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金門助航臺冰溫熱飲水機汰

購案

偉志股份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39,548 38,948

18 A1080114KH028A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財物 南部園區騎縫密碼機採購案
虎印辦公事務機

行
是 最低標 69,000 68,000

19 A1080116KH030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機電設備臺倉儲架採購

案
永勝家電行 是 最低標 65,000 64,500

20 A1080117KH031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工程
恆春機場助航燈光迴路絕緣

改善案

永暄工程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96,000 95,000

21 A1080118KH032C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1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塔臺百葉窗簾更換案 詠盛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96,000 94,500 94,500 100%

22 A1080124TP015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3 小額採購 工程
三貂角雷達臺風雨走廊修繕

工程案

得富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7,096 95,500 95,000 99.48%

23 A1080124TP015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3 小額採購 工程
三貂角雷達臺風雨走廊修繕

工程案
否 最低標 97,096

24 A1080125TP016M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5 小額採購 工程
馬祖南竿塔臺部分內部空間

油漆粉刷案
森明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8,000 96,000 95,500 99.48%

25 A1080125TP016M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5 小額採購 工程
馬祖南竿塔臺部分內部空間

油漆粉刷案
否 最低標 98,000

26 A1080131FN023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20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LOC機房1對1分離式冷氣1台
蓁筳園企業有限

公司
是 最低標 32,680 32,680

27 A1080131FN023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20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LOC機房1對1分離式冷氣1台 否 最低標 32,680

28 A1080133FN024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橢圓機1台)

貫雨人企業有限

公司
是 最低標 39,800 37,000

29 A1080133FN024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橢圓機1台)
否 最低標 39,800

30 A1080133FN024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橢圓機1台)
否 最低標 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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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1080134FN02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電動跑步機1

台)

貫雨企業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55,000 54,000

32 A1080134FN02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電動跑步機1

台)

否 最低標 55,000

33 A1080141KH034TN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9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南助航臺吸塵器採購案
欣芝貿易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15,000 15,000 14,800 98.67%

34 A1080142KH035TN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3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臺南助航臺備勤室冷氣機採

購案

麥得森企業有限

公司
是 最低標 33,296 33,296 33,296 100%

35 A1080143SEC028 秘書室 2019/2/13 小額採購 財物

新購松山航空氣象臺、松山

機場管制臺蒸氣烘烤微波爐

各1臺

（四）香港商雅

虎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是 最低標 36,400 32,200 32,200 100%

36 A1080143SEC028 秘書室 2019/2/13 小額採購 財物

新購松山航空氣象臺、松山

機場管制臺蒸氣烘烤微波爐

各1臺

否 最低標 36,400

37 A1080146KH036A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3 小額採購 財物
南部園區籃球機及健身車採

購案

強生運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0,000 79,000

38 A1080149TP020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8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三貂角雷達臺機房維護

用高壓清洗機一部案

嘉溢五金有限公

司
是 最低標 34,000 32,800 32,550 99.24%

39 A1080149TP020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2/18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三貂角雷達臺機房維護

用高壓清洗機一部案
否 最低標 34,000

40 A1080153KH038A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4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南部園區備勤室床組採

購案

大亞鋒傢俱有限

公司
是 最低標 95,000 90,000

41 A1080163KH040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2/13 小額採購 工程
高雄塔臺變電室2樓新增爬

梯及不鏽鋼鐵門改善案
天皓金屬工程行 是 最低標 33,810 32,000

42 A1080183FN036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20 小額採購 勞務 檢修綠島塔台旋轉案 億信企業社 是 最低標 21,100 20,000

43 A1080183FN036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2/20 小額採購 勞務 檢修綠島塔台旋轉案 否 最低標 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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