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採購案號 採購單位 標案名稱 採購類別 招標方式
決標原

則

1 A1080005LG002 供應室
採購航管無線電測試儀器乙

批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2 A1080008FN002KD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作業區發電機房ATS汰

換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3 A1080008FN002KD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作業區發電機房ATS汰

換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 A1080008FN002KD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作業區發電機房ATS汰

換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 A1080008FN002KD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作業區發電機房ATS汰

換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6 A1080008FN002KD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作業區發電機房ATS汰

換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7 A1080010TP001M 臺北裝修區臺
採購臺北區臺所屬各臺用

40KVA與12KVA UPS共3套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8 A1080039LG006 供應室
馬祖南竿及北竿機場助航燈

光系統汰換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9 A1080039LG006 供應室
馬祖南竿及北竿機場助航燈

光系統汰換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10 A1080045LG008 供應室
桃園機場AWOS系統組件採

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11 A1080045LG008 供應室
桃園機場AWOS系統組件採

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12 A1080234KH050AA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諮詢臺108年度影印機租

賃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13 A1080048SEC010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餐廳自助

餐檯設置監視器採購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 A1080048SEC010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餐廳自助

餐檯設置監視器採購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 A1080054IMC006C 資訊管理中心

南北飛航服務園區數位語音

交換系統(DVCSS)期中升級

採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16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17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18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19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20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21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22 A1080056ENG003 航電技術室
飛航服務總臺50週年紀念影

片及專刊委製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23 A1080062IMC007H 資訊管理中心
反垃圾郵件閘道器與郵件歸

檔檢索閘道器備機汰換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24 A1080062IMC007H 資訊管理中心
反垃圾郵件閘道器與郵件歸

檔檢索閘道器備機汰換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25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26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27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28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29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30 A1080086TP009P 臺北裝修區臺
總臺濱江地區電力設備暨高

壓電力電纜改善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31 A1080109KH026KM 高雄裝修區臺 金門塔臺房舍修繕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32 A1080109KH026KM 高雄裝修區臺 金門塔臺房舍修繕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33 A1080119TP010P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臺北濱江地區(含雷達

臺)暨所屬外臺LED照明燈具

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34 A1080119TP010P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臺北濱江地區(含雷達

臺)暨所屬外臺LED照明燈具

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35 A1080120TP011C 臺北裝修區臺
松山機場28氣象園區維護道

路鋪設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36 A1080120TP011C 臺北裝修區臺
松山機場28氣象園區維護道

路鋪設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37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38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39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0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1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2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3 A1080122TP013N 臺北裝修區臺
新生公園SG臺機房及圍籬整

修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4 A1080126TP017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南竿塔臺部分門窗修繕

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45 A1080126TP017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南竿塔臺部分門窗修繕

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46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7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8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49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0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1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2 A1080127TP018M 臺北裝修區臺
馬祖北竿塔臺建物粉刷修繕

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3 A1080135FN026KK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吸塵器1台)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54 A1080135FN026KK 臺東裝修區臺
臺東裝修區臺108年度第1次

什項設備採購(吸塵器1台)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55 A1080136IMC009H 資訊管理中心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電腦教室

精簡型電腦及廣播教學系統

採購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56 A1080136IMC009H 資訊管理中心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電腦教室

精簡型電腦及廣播教學系統

採購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57 A1080147TIA010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機電設備機房

暨辦公區圍牆修繕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8 A1080147TIA010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機電設備機房

暨辦公區圍牆修繕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59 A1080152TIA011 桃園裝修區臺
後龍助航臺備勤室屋頂漏水

修繕工程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0 A1080152TIA011 桃園裝修區臺
後龍助航臺備勤室屋頂漏水

修繕工程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1 A1080155TP023N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助航設備臺所屬機房用

冷氣機共4部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62 A1080155TP023N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助航設備臺所屬機房用

冷氣機共4部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63 A1080158TP026R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前置處理器機房用冷氣

共1部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4 A1080158TP026R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前置處理器機房用冷氣

共1部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5 A1080159TP027M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馬祖南竿備勤室用冷氣

共3部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66 A1080159TP027M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馬祖南竿備勤室用冷氣

共3部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67 A1080160SEC031 秘書室
臺北近場管制塔臺搖椅式休

閒椅4張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8 A1080160SEC031 秘書室
臺北近場管制塔臺搖椅式休

閒椅4張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69 A1080162KH039AA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裝修區臺室內照明T5日

光燈管汰換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70 A1080162KH039AA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裝修區臺室內照明T5日

光燈管汰換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71 A1080162KH039AA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裝修區臺室內照明T5日

光燈管汰換案
財物 公開招標 最低標



72 A1080169LG013 供應室
臺北及高雄機電臺ADB機場

燈具零組件採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73 A1080177LG015 供應室
安全管理系統軟體服務採購

案
勞務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取最有

利標精

神

74 A1080188TP030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暨天

線汰換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75 A1080188TP030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暨天

線汰換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76 A1080188TP030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暨天

線汰換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77 A1080188TP030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暨天

線汰換工程案
工程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78 A1080193TIA015 桃園裝修區臺
新塔臺裙樓無線電發射機天

線架設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79 A1080193TIA015 桃園裝修區臺
新塔臺裙樓無線電發射機天

線架設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0 A1080194SEC041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餐廳用餐

區1對1分離式冷氣機1台共同

供應契約採購乙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81 A1080194SEC041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餐廳用餐

區1對1分離式冷氣機1台共同

供應契約採購乙案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82 A1080195TIA016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購買電鋸1台

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3 A1080195TIA016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購買電鋸1台

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4 A1080205SEC044 秘書室
航技室外走廊採光雨遮修繕

等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5 A1080205SEC044 秘書室
航技室外走廊採光雨遮修繕

等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6 A1080207KH045TN 高雄裝修區臺

臺南助航辦理公務車AMY-

5290輪胎汰換及定期保養維

護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7 A1080208LG017 供應室 北竿機場障礙燈燈泡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88 A1080210SEC046 秘書室
本總臺濱江地區第一會議室

增購桌上型麥克風採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89 A1080210SEC046 秘書室
本總臺濱江地區第一會議室

增購桌上型麥克風採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90 A1080211SEC047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108年度航

管作業室、二代作業室、第

一會議室、視聽室及貴賓室

等場所地毯清洗採購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1 A1080211SEC047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108年度航

管作業室、二代作業室、第

一會議室、視聽室及貴賓室

等場所地毯清洗採購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2 A1080212SEC048 秘書室
臺北近場管制塔臺客製化同

仁總表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3 A1080212SEC048 秘書室
臺北近場管制塔臺客製化同

仁總表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4 A1080213KH046KM 高雄裝修區臺
金門機場溫濕度感測暨資料

收集器採購案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95 A1080214SEC049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B棟備勤

室紗門12扇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6 A1080214SEC049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B棟備勤

室紗門12扇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97 A1080215ENG004 航電技術室
松山機場E、W滑行道之邊

燈與中心線燈迴路改接案
工程 公開招標 最低標

98 A1080215ENG004 航電技術室
松山機場E、W滑行道之邊

燈與中心線燈迴路改接案
工程 公開招標 最低標

99 A1080216SEC050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圍牆入出

口鐵門用鐵鏈汰換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0 A1080216SEC050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圍牆入出

口鐵門用鐵鏈汰換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1 A1080218LG018 供應室
高雄裝修區臺機電設備臺

XLPE高壓電纜線採購案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102 A1080219KH047TN 高雄裝修區臺

汰換臺南機場18ILS助導航設

備緊急電源供電用蓄電池1

批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3 A1080220FN038K1 臺東裝修區臺
公務車（車號：AGJ0831）

二萬公里定期保養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4 A1080220FN038K1 臺東裝修區臺
公務車（車號：AGJ0831）

二萬公里定期保養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5 A1080221KH048CW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塔臺12F機房電源改善

工程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6 A1080222KH049PW 高雄裝修區臺
南部園區高壓模鑄式變壓器

溫度電驛故障維修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7 A1080223TIA022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舊有變電設備

拆除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8 A1080223TIA022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舊有變電設備

拆除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09 A1080224FN039KK 臺東裝修區臺
豐年航空氣象臺108年度第1

次什項設備採購(吸塵器1台)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0 A1080224FN039KK 臺東裝修區臺
豐年航空氣象臺108年度第1

次什項設備採購(吸塵器1台)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1 A1080225SEC052 秘書室
本總臺108年度採購業務廉政

民意調查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2 A1080225SEC052 秘書室
本總臺108年度採購業務廉政

民意調查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3 A1080226IMC011E 資訊管理中心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辦公廳舍

及機房日光燈具汰換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114 A1080226IMC011E 資訊管理中心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辦公廳舍

及機房日光燈具汰換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115 A1080227LG019 供應室
桃園裝修區臺通信氣象電氣

絕緣膠帶與連接器採購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6 A1080227LG019 供應室
桃園裝修區臺通信氣象電氣

絕緣膠帶與連接器採購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7 A1080228SEC053 秘書室
供應室庫房內部隔間牆拆除

等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8 A1080228SEC053 秘書室
供應室庫房內部隔間牆拆除

等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19 A1080229TP032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RES-Q用多工

機安裝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0 A1080229TP032T 臺北裝修區臺
大屯山助航臺RES-Q用多工

機安裝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1 A1080230TP033R 臺北裝修區臺
松山雷達臺戶外照明系統修

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2 A1080230TP033R 臺北裝修區臺
松山雷達臺戶外照明系統修

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3 A1080231SEC054 秘書室

採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

模擬機系統測試案工作桌5

張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4 A1080231SEC054 秘書室

採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

模擬機系統測試案工作桌5

張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5 A1080232SEC055 秘書室
北管新購多功能重量訓練機

1台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6 A1080232SEC055 秘書室
北管新購多功能重量訓練機

1台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7 A1080235SEC056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A棟2F西

側走道塑膠地磚地坪破裂修

補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8 A1080235SEC056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A棟2F西

側走道塑膠地磚地坪破裂修

補修繕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29 A1080236TIA023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汰換機房免加

水電瓶24個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0 A1080236TIA023 桃園裝修區臺
清泉崗助航臺汰換機房免加

水電瓶24個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1 A1080239SEC058 秘書室 總臺視聽室伴唱機汰換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2 A1080239SEC058 秘書室 總臺視聽室伴唱機汰換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3 A1080240KH051HC 高雄裝修區臺
恆春助航臺作業車2部維修

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4 A1080242TIA026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回收紙漿小捲筒舒綿衛

生紙20箱、回收紙三折舒綿

擦手紙30箱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135 A1080242TIA026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回收紙漿小捲筒舒綿衛

生紙20箱、回收紙三折舒綿

擦手紙30箱

財物
共同供應契

約
最低標

136 A1080249SEC064 秘書室
秘書室濱江地區公務汽車清

洗打蠟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7 A1080249SEC064 秘書室
秘書室濱江地區公務汽車清

洗打蠟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8 A1080243SEC059 秘書室
總臺大臺北地區108年度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39 A1080243SEC059 秘書室
總臺大臺北地區108年度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0 A1080244SEC060 秘書室
採購飛航業務室會議室投影

機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1 A1080244SEC060 秘書室
採購飛航業務室會議室投影

機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2 A1080245SEC061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二代作業

室牆面清潔採購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3 A1080245SEC061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二代作業

室牆面清潔採購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4 A1080246SEC062 秘書室 宿舍壁癌牆面改善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5 A1080246SEC062 秘書室 宿舍壁癌牆面改善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6 A1080246SEC062 秘書室 宿舍壁癌牆面改善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7 A1080247LG021 供應室

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

區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

術服務案第1次契約變更

勞務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148 A1080250KH052CY 高雄裝修區臺

嘉義助航臺公務車輛0566-

QH故障檢修暨10萬公里定期

保養維護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49 A1080251KH053CW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機場DVCSS機房不斷電

系統(UPS)汰換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0 A1080252TIA027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雙筒望遠鏡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1 A1080252TIA027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雙筒望遠鏡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2 A1080254KH054KR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機場備援塔臺之飛航管

理系統擴充備援系統(EBAS)

顯示傳輸設備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3 A1080255SEC065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環境美化

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4 A1080255SEC065 秘書室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環境美化

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5 A1080256ENG005 航電技術室 臺北裝修區臺CU模組檢修案 勞務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156 A1080256ENG005 航電技術室 臺北裝修區臺CU模組檢修案 勞務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最低標

157 A1080257SEC066 秘書室
增購區管中心(含近場管制塔

臺)二代備勤室7張書桌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8 A1080257SEC066 秘書室
增購區管中心(含近場管制塔

臺)二代備勤室7張書桌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59 A1080258LG023 供應室
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10款法

律諮詢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0 A1080263IMC015E 資訊管理中心
108年上半年度北部飛航服務

園區空調冰水主機保養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1 A1080263IMC015E 資訊管理中心
108年上半年度北部飛航服務

園區空調冰水主機保養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2 A1080264KH055PW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雷達機房80KVA UPS維

修保養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3 A1080265TIA029 桃園裝修區臺
桃園機場ILS助航機房網路電

話系統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4 A1080265TIA029 桃園裝修區臺
桃園機場ILS助航機房網路電

話系統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5 A1080268TIA031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雙筒望遠鏡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6 A1080268TIA031 桃園裝修區臺 採購雙筒望遠鏡1臺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67 A1080269LG024 供應室
馬公助航臺順序閃光燈及零

組件採購案
財物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最低標

168 A1080270KH056KM 高雄裝修區臺
金門助航臺手提式陸空通訊

無線電機採購案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169 A1080270KH056KM 高雄裝修區臺
金門助航臺手提式陸空通訊

無線電機採購案
財物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畫

書

最低標

170 A1080273SEC068 秘書室
濱江地區第一檔案室監視系

統線路汰換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1 A1080273SEC068 秘書室
濱江地區第一檔案室監視系

統線路汰換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2 A1080274TP034M 臺北裝修區臺
南竿塔臺40KVA不斷電系統1

號主機維修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3 A1080274TP034M 臺北裝修區臺
南竿塔臺40KVA不斷電系統1

號主機維修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4 A1080275TP035S 臺北裝修區臺
三貂角雷達臺自來水塔清洗

與修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5 A1080275TP035S 臺北裝修區臺
三貂角雷達臺自來水塔清洗

與修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6 A1080276TP036S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三貂角雷達臺環境監視

錄影系統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7 A1080276TP036S 臺北裝修區臺
汰換三貂角雷達臺環境監視

錄影系統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8 A1080280TIA033 桃園裝修區臺

臺北機場管制臺管制室遮陽

簾遙控手動電動兩用馬達維

修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79 A1080280TIA033 桃園裝修區臺

臺北機場管制臺管制室遮陽

簾遙控手動電動兩用馬達維

修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0 A1080282ENG006 航電技術室
臺灣地區經建版五萬分之一

地形圖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1 A1080282ENG006 航電技術室
臺灣地區經建版五萬分之一

地形圖採購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2 A1080283SEC069 秘書室
舊行政大樓明鏡更新等修繕

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3 A1080283SEC069 秘書室
舊行政大樓明鏡更新等修繕

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4 A1080285KH057MK 高雄裝修區臺
七美、望安機場直昇機降落

區之邊燈、投射燈拆除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5 A1080286TP038S 臺北裝修區臺
三貂角雷達臺女廁污水管排

水修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6 A1080286TP038S 臺北裝修區臺
三貂角雷達臺女廁污水管排

水修繕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7 A1080288KH058TN 高雄裝修區臺
西港DVOR機房環控伺服主

機檢修案
財物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8 A1080290KH059HC 高雄裝修區臺
雷達作業區發電機機房修繕

採購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89 A1080293KH060CW 高雄裝修區臺
高雄塔臺與RCAG機房光纜

路由改善案
勞務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90 A1080294LG027 供應室
供應室一樓A庫壁癌處理及

粉刷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91 A1080294LG027 供應室
供應室一樓A庫壁癌處理及

粉刷工程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192 A1080306KH065PW 高雄裝修區臺
南部飛航服務園區A棟自來

水恆壓給水系統維修案
工程 小額採購 最低標



採購金額 決標日期 投標廠商
是否

得標

底價金

額
決標金額

決標金

額/底價

7,300,000 2019/3/13
台灣羅德史瓦茲有限

公司
是 7,200,000 6,796,000 94.39%

800,000 2019/3/20
東晟機電工程有限公

司
是 620,000 595,000 95.97%

800,000 2019/3/20 朝限水電工程行 否

800,000 2019/3/20
証捷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否

800,000 2019/3/20
東泰科技機電工程有

限公司
否

800,000 2019/3/20 威基工程有限公司 否

1,270,000 2019/3/12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是 1,258,000 1,199,100 95.32%

9,767,709 2019/3/26
弘洋水電工程有限公

司
是 9,700,000 9,536,000 98.31%

9,767,709 2019/3/26 永暄工程有限公司 否

984,445 2019/4/3 祥益實業有限公司 是 908,000 712,000 78.41%

984,445 2019/4/3
貝氏卡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否

128,880 2019/3/6
才能商業機器有限公

司
是 128,880

26,933 2019/3/8 威縉通信工程行 是 26,000 26,000 100%

26,933 2019/3/8 否

######## 2019/3/29 江華機電有限公司 是 ######## 93,500,000 99.47%

990,000 2019/3/13
集思創意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是 975,000 958,000 98.26%

990,000 2019/3/13
西堤廣告設計有限公

司
否



990,000 2019/3/13
暐昕創意設計有限公

司
否

990,000 2019/3/13
蝦米智慧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否

990,000 2019/3/13 瑪佳有限公司 否

990,000 2019/3/13
寰宇軒行股份有限公

司
否

990,000 2019/3/13 空舟影像有限公司 否

226,000 2019/3/19
基點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是 223,000 220,000 98.65%

226,000 2019/3/19 否

2,089,500 2019/3/12 智景有限公司 是 1,985,000 1,470,683 74.09%

2,089,500 2019/3/12
尚順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否

2,089,500 2019/3/12 辰翃有限公司 否

2,089,500 2019/3/12 全擎科技有限公司 否

2,089,500 2019/3/12
川井動力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否

2,089,500 2019/3/12
萬世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否

628,040 2019/3/13
上豪總合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
是 598,000 539,989 90.30%

628,040 2019/3/13
景美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否

1,662,460 2019/4/3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 是 1,589,000 1,589,000 100%

1,662,460 2019/4/3
紅發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
否

99,905 2019/3/4 鉅賀有限公司 是 95,500 95,000 99.48%



99,905 2019/3/4 否

645,000 2019/3/19
長德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是 519,600 503,000 96.81%

645,000 2019/3/19 正基建設有限公司 否

645,000 2019/3/19 固德興業有限公司 否

645,000 2019/3/19
誠揚金屬工程有限公

司
否

645,000 2019/3/19
雄宜機械工程有限公

司
否

645,000 2019/3/19 美全電機有限公司 否

645,000 2019/3/19
房日美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否

57,000 2019/3/12 旗政工程有限公司 是 53,500 53,000 99.07%

57,000 2019/3/12 否

450,000 2019/3/28 豐盛號工程行 是 396,680 314,055 79.17%

450,000 2019/3/28 保俐望塗料有限公司 否

450,000 2019/3/28 鴻曜企業社 否

450,000 2019/3/28
金帥帥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否

450,000 2019/3/28 人久氣電行 否

450,000 2019/3/28 融安企業 否

450,000 2019/3/28
上豪總合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
否

15,000 2019/3/7 益發電器行 是 12,999



15,000 2019/3/7 否

670,000 2019/3/19
曜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是 650,000 640,000 98.46%

670,000 2019/3/19 否

597,450 2019/3/13 秉邑土木包工業 是 585,000 497,000 84.96%

597,450 2019/3/13 否

65,000 2019/3/13 筑堤防水工程行 是 63,000

65,000 2019/3/13 否

180,000 2019/3/5 百裕電業有限公司 是 164,720

180,000 2019/3/5 否

56,000 2019/3/26 冠成家電有限公司 是 50,000 50,000 100%

56,000 2019/3/26 否

186,000 2019/3/8 明音電器行 是 167,240

186,000 2019/3/8 否

90,000 2019/3/7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和樂南 崁分公司)
是 85,920 85,920 100%

90,000 2019/3/7 否

1,472,100 2019/3/19 碼寶科技有限公司 是 1,420,000 1,150,800 81.04%

1,472,100 2019/3/19 光炬科技有限公司 否

1,472,100 2019/3/19
仲億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
否



1,456,350 2019/4/11 啟霸貿易有限公司 是 1,400,000 1,400,000 100%

539,000 2019/4/17
貝氏卡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是 532,560 530,000 99.52%

313,736 2019/3/8 美全電機有限公司 是 290,400 248,850 85.69%

313,736 2019/3/8 豐立股份有限公司 否

313,736 2019/3/8 守吉實業有限公司 否

313,736 2019/3/8 善群實業工程行 否

98,490 2019/3/6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95,000

98,490 2019/3/6 否

202,098 2019/3/22 得興電器有限公司 是 200,000 200,000 100%

202,098 2019/3/22 否

20,000 2019/3/7 友盛金商行 是 16,600

20,000 2019/3/7 否

90,300 2019/3/11
超空間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是 90,000 90,000 100%

90,300 2019/3/11 否

21,785 2019/3/13
順益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
是 21,785 19,680 90.34%

27,200 2019/3/15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是 27,000

194,250 2019/3/11 昀佳股份有限公司 是 193,000 190,000 98.45%

194,250 2019/3/11 否



97,500 2019/3/6 肯潔企業有限公司 是 97,500 97,500 100%

97,500 2019/3/6 否

28,000 2019/3/13 群策黑板有限公司 是 25,100 25,100 100%

28,000 2019/3/13 否

280,770 2019/3/25 建驜科技有限公司 是 262,000 260,000 99.24%

98,280 2019/3/15
進宏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是 98,000 98,000 100%

98,280 2019/3/15 否

7,820,245 2019/4/3 辰翃有限公司 是 6,700,000 5,470,000 81.64%

7,820,245 2019/4/3 否

22,785 2019/3/18 穩泰電機行 是 22,000 22,000 100%

22,785 2019/3/18 否

866,250 2019/3/27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是 840,262 784,350 93.35%

99,330 2019/3/7 銘陽貿易有限公司 是 99,330 98,868 99.53%

24,157 2019/3/19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
是 24,157

24,157 2019/3/19 否

73,626 2019/3/7
天應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是 72,450

34,650 2019/3/7
東貿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
是 34,000

62,000 2019/3/13
弘洋水電工程有限公

司
是 60,000 60,000 100%



62,000 2019/3/13 否

15,000 2019/3/7 益發電器行 是 12,999

15,000 2019/3/7 否

100,000 2019/3/12
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

股份有限公司
是 95,000 95,000 100%

100,000 2019/3/12 否

1,281,956 2019/3/5
智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是 1,281,956

1,281,956 2019/3/5 否

13,920 2019/3/18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是 13,800

13,920 2019/3/18 否

35,112 2019/3/8 工井營造有限公司 是 35,000

35,112 2019/3/8 否

50,400 2019/3/13
全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是 48,800 48,400 99.18%

50,400 2019/3/13 否

96,653 2019/3/12
安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是 92,500 92,000 99.46%

96,653 2019/3/12 否

100,000 2019/3/12
艾利豪辦公家具有限

公司
是 94,000

100,000 2019/3/12 否

25,999 2019/3/13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是 25,999 25,999 100%



25,999 2019/3/13 否

49,770 2019/3/20 東豐企業社 是 49,000 49,000 100%

49,770 2019/3/20 否

55,440 2019/3/13 羽任電池專賣店 是 55,440 55,440 100%

55,440 2019/3/13 否

35,175 2019/3/20 三展音響企業行 是 33,500 33,000 98.51%

35,175 2019/3/20 否

75,500 2019/3/14 同一汽車材料行 是 75,000

22,570 2019/3/21 瀅簣企業有限公司 是 22,570

22,570 2019/3/21 否

12,075 2019/3/28
普菲汽車服務有限公

司
是 12,075 12,075 100%

12,075 2019/3/28 否

36,750 2019/3/22
啟勝防災工程有限公

司
是 36,750 36,750 100%

36,750 2019/3/22 否

32,500 2019/3/20 點石科技有限公司 是 29,800 29,800 100%

32,500 2019/3/20 否

26,250 2019/3/22
誠泰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是 26,250 26,250 100%

26,250 2019/3/22 否



93,240 2019/3/19
富士康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是 90,000 90,000 100%

93,240 2019/3/19 否

93,240 2019/3/19 否

1,145,306 2019/4/1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是 1,145,306 1,145,306 100%

37,601 2019/3/26
順益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博愛服務廠
是 37,601 34,532 91.84%

94,500 2019/3/25 汎高科技有限公司 是 94,000 94,000 100%

34,800 2019/3/26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

司
是 34,000

34,800 2019/3/26 否

78,372 2019/3/27 建驊科技有限公司 是 77,000

30,500 2019/3/28 日盛園藝社 是 30,500 30,000 98.36%

30,500 2019/3/28 否

732,575 2019/4/10 葳鎮企業有限公司 是 669,000 669,000 100%

732,575 2019/4/10 否

25,410 2019/3/28 多瓦娜有限公司 是 25,400 25,400 100%

25,410 2019/3/28 否

20,000 2019/3/28 環宇法律事務所 是 20,000

76,125 2019/3/29 天冠空調有限公司 是 74,000

76,125 2019/3/29 否



81,540 2019/4/8
天應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是 81,000

62,500 2019/4/1 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是 62,500

62,500 2019/4/1 否

34,800 2019/4/3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

司
是 34,000

34,800 2019/4/3 否

716,000 2019/4/22 營凱有限公司 是 680,000 680,000 100%

325,000 2019/4/23 盛凱通訊有限公司 是 305,000 305,000 100%

325,000 2019/4/23 否

76,650 2019/4/8 隆米有限公司 是 76,650 76,650 100%

76,650 2019/4/8 否

35,892 2019/4/11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是 32,500 32,000 98.46%

35,892 2019/4/11 否

71,378 2019/4/9
得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是 69,500 69,000 99.28%

71,378 2019/4/9 否

74,100 2019/4/12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是 72,500 72,000 99.31%

74,100 2019/4/12 否

27,825 2019/4/8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27,000

27,825 2019/4/8 否



23,700 2019/3/29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是 23,700 23,700 100%

23,700 2019/3/29 否

53,340 2019/4/11 天龍鋁業有限公司 是 52,000

53,340 2019/4/11 否

93,720 2019/4/16 永暄工程有限公司 是 92,000

20,000 2019/4/24
中原機電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
是 18,500 18,000 97.30%

20,000 2019/4/24 否

18,900 2019/4/16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是 18,900 18,000 95.24%

97,230 2019/4/17
華通室內裝修工程有

限公司
是 97,000

98,175 2019/4/19 領群科技有限公司 是 98,000

29,925 2019/4/19
新吉勝油漆工程有限

公司
是 29,000

29,925 2019/4/19 否

80,000 2019/4/25 山富電器工程行 是 7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