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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080318SEC079 秘書室 2019/6/10 小額採購 工程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大門入出口指示標

誌設置修繕案
震宇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8,585 18,000 18,000 100%

2 A1080318SEC079 秘書室 2019/6/10 小額採購 工程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大門入出口指示標

誌設置修繕案
否 最低標 18,585

3 A1080330SEC081 秘書室 2019/6/19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勞務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啟

用典禮及系列活動委託專業服務採購

案

班可諾有限公司 是
準用最有

利標
2,300,000 2298000 2298000 100%

4 A1080330SEC081 秘書室 2019/6/19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勞務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啟

用典禮及系列活動委託專業服務採購

案

禾豐硬體工程有限公司 否
準用最有

利標
2,300,000

5 A1080333LG032 供應室 2019/6/14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FREQUENTIS航管語音交換系統IPOS-

F04採購案
江華機電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300,000 6050000 6000000 99.17%

6 A1080334KH071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工程

飛航服務總臺恆春助航臺室外地下儲

油槽工程
富樣營造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0,000 945,000 900,000 95.24%

7 A1080334KH071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工程

飛航服務總臺恆春助航臺室外地下儲

油槽工程
春長土木包工業 否 最低標 990,000

8 A1080336KH072C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恆春及金門機場氣象能見度目

標圖汰換案

至盛國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金門

分公司
是 最低標 97,500 96,000 96,000 100%

9 A1080346TP043M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4 小額採購 勞務
南竿塔臺40KVA不斷電系統2號主機維

修案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2,764 51000 50000 98.04%

10 A1080346TP043M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4 小額採購 勞務
南竿塔臺40KVA不斷電系統2號主機維

修案
否 最低標 52,764

11 A1080347KH074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1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工程 高雄機場電力及助航燈光設備改善案 永暄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59,274 630000 630000 100%

12 A1080351TIA039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6 小額採購 財物
汰換桃園航空氣象臺能見度目標圖採

購案
環宇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6,810 95,000

13 A1080351TIA039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6 小額採購 財物
汰換桃園航空氣象臺能見度目標圖採

購案
否 最低標 96,810

14 A1080352TP045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5 小額採購 工程
大屯山助航臺通信機房衛廁設施擴充

更新案
士申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2,453 89800 89000 99.11%

15 A1080352TP045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5 小額採購 工程
大屯山助航臺通信機房衛廁設施擴充

更新案
否 最低標 92,453

16 A1080354SEC085 秘書室 2019/6/11 公開招標 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塔臺園區訓練及辦公空

間裝修工程
冠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277,793 6040000 5948378 98.48%

17 A1080354SEC085 秘書室 2019/6/11 公開招標 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塔臺園區訓練及辦公空

間裝修工程
否 最低標 6,277,793

18 A1080357FN047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高壓真空斷路器保護電驛檢修 億信企業社 是 最低標 68,800 52000 52000 100%

19 A1080357FN047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高壓真空斷路器保護電驛檢修 否 最低標 68,800

20 A1080360TP046C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4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中場風向指示器及LLWAS中

場測風塔拆除案
鉅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3,978 46000 45000 97.83%

21 A1080360TP046C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4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中場風向指示器及LLWAS中

場測風塔拆除案
否 最低標 53,978

22 A1080366FN048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AWOS用UPS檢修 永軒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2,550 18900 18900 100%

23 A1080366FN048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AWOS用UPS檢修 否 最低標 22,550

24 A1080371LG036 供應室 2019/6/6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採購航管無線電機及天線耦合器乙批

第1次後續擴充
浩普興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266,240 2266240 2266240 100%

25 A1080372SEC090 秘書室 2019/6/5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運動休息室電動跑步機及飛輪健

身車各1臺
福磊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0,000 64000 64,000 100%

第1頁；共4頁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108年6月份採購案件一覽表

序號 採購案號 招標單位 決標日期 招標方式
採購

類別
標案名稱 投標廠商

是否

得標
決標原則 採購金額 底價金額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底

價

26 A1080372SEC090 秘書室 2019/6/5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運動休息室電動跑步機及飛輪健

身車各1臺
否 最低標 80,000

27 A1080373SEC091 秘書室 2019/6/4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運動休息室按摩椅1臺 棨泰健康科 是 最低標 80,000 74000 74,000 100%

28 A1080373SEC091 秘書室 2019/6/4 小額採購 財物 採購運動休息室按摩椅1臺 否 最低標 80,000

29 A1080378KH080CY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嘉義助航臺18跑道及36跑道LOC機房

避雷料件採購案
海佺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595 98,500

30 A1080379TIA043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9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發射機房與餐廳冷氣汰換案 國際極品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2,344 72344 72344 100%

31 A1080379TIA043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9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發射機房與餐廳冷氣汰換案 否 最低標 72,344

32 A1080381KH081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3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機場雷達機房80KVA UPS機組故

障維修案
天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1,231 91000

33 A1080386TP047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5 小額採購 財物

108年度臺北雷達資訊臺400及500KW

柴油發電機年度大保養耗材一批採購

案

証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6,645 36,645 35,000 95.51%

34 A1080386TP047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5 小額採購 財物

108年度臺北雷達資訊臺400及500KW

柴油發電機年度大保養耗材一批採購

案

否 最低標 36,645

35 A1080386TP047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5 小額採購 財物

108年度臺北雷達資訊臺400及500KW

柴油發電機年度大保養耗材一批採購

案

否 最低標 36,645

36 A1080387FN049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勞務
公務車（車號：4991UY）七萬公里定

期保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5,723 15723

37 A1080387FN049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勞務
公務車（車號：4991UY）七萬公里定

期保養
否 最低標 15,723

38 A1080388FN050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高壓變電站儀控保護電驛

電源供應組配
宜東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3,485 20000

39 A1080388FN050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高壓變電站儀控保護電驛

電源供應組配
否 最低標 23,485

40 A1080393LG042 供應室 2019/6/11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臺東桃園裝修區臺纜線及接頭採購案

第1次後續擴充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46,000 246000

41 A1080394SEC095 秘書室 2019/6/10 小額採購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行政課採購清潔用

品一批
文孟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4,700 24700 24,700 100%

42 A1080394SEC095 秘書室 2019/6/10 小額採購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行政課採購清潔用

品一批
否 最低標 24,700

43 A1080395FN051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6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豐年氣象臺分離式冷氣機汰換1臺 益發電器行 是 最低標 38,172 38172 38,172 100%

44 A1080395FN051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6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豐年氣象臺分離式冷氣機汰換1臺 否 最低標 38,172

45 A1080396FN052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3 小額採購 勞務 蘭嶼塔臺管制室玻璃汰換案 利翊商行 是 最低標 99,000 97,000

46 A1080396FN052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3 小額採購 勞務 蘭嶼塔臺管制室玻璃汰換案 否 最低標 99,000

47 A1080397LG043 供應室 2019/6/19 小額採購 財物
綠島助航臺(綠島)助航料件(ANT-

WDB-PNF-1518)採購案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4,990 24,990

48 A1080397LG043 供應室 2019/6/19 小額採購 財物
綠島助航臺(綠島)助航料件(ANT-

WDB-PNF-1518)採購案
否 最低標 24,990

49 A1080398LG044 供應室 2019/6/19 小額採購 財物 帶燈式風向袋及電器絕緣膠帶採購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6,440 35,000

50 A1080398LG044 供應室 2019/6/19 小額採購 財物 帶燈式風向袋及電器絕緣膠帶採購案 否 最低標 36,440

51 A1080401TIA047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2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新建塔臺暨裙樓園區備勤室寢具採購

案
大銨慶實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8,310 68,310

52 A1080401TIA047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2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新建塔臺暨裙樓園區備勤室寢具採購

案
否 最低標 6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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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1080405KH082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17 小額採購 財物
望安機場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WOS)料

件採購案
翰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1,744 61,000

54 A1080406LG045 供應室 2019/6/21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裝修區臺通信氣象臺光纖電纜採

購案
丞功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000 99000

55 A1080406LG045 供應室 2019/6/21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裝修區臺通信氣象臺光纖電纜採

購案
否 最低標 99,000

56 A1080408KH083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機場塔臺作業區500KW發電機定

期保養維護耗材採購案
億信企業社 是 最低標 37,800 36800

57 A1080409KH084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14 小額採購 工程 馬公NDB機房屋頂修繕案 興發企業行 是 最低標 98,690 98,000

58 A1080410TP048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19 小額採購 勞務
總臺濱江地區80KVA UPS 1號機維修

案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6,150 61500 60000 97.56%

59 A1080410TP048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19 小額採購 勞務
總臺濱江地區80KVA UPS 1號機維修

案
否 最低標 66,150

60 A1080412TP04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1 小額採購 勞務
三貂角雷達天線馬達變頻器二部維修

案
立力企業社 是 最低標 26,000 25300 25000 98.81%

61 A1080412TP04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1 小額採購 勞務
三貂角雷達天線馬達變頻器二部維修

案
否 最低標 26,000

62 A1080415FN053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8 小額採購 財物 新增豐年機場機航頻道遙控話機 基復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750 99750 99000 99.25%

63 A1080415FN053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6/18 小額採購 財物 新增豐年機場機航頻道遙控話機 否 最低標 99,750

64 A1080416KH086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0 小額採購 財物
助航燈光恆流變壓器用主變壓器採購

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9,250 88000

65 A1080417TIA051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9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臺中機場塔臺冷氣汰換案 國際極品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6,676 66676 66,676 100%

66 A1080417TIA051 桃園裝修區臺 2019/6/19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臺中機場塔臺冷氣汰換案 否 最低標 66,676

67 A1080419KH087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0 小額採購 工程 澎湖機場02GP側手孔改善案 永暄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8,650 77,000

68 A1080421KH089TN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1 小額採購 勞務
西港VOR值班室建物白蟻驅除防治採

購案
鉅特除蟲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0,000 40000 37000 92.50%

69 A1080423TP050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1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雷達導波管空壓乾燥機檢修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1,500 30,500 30,000 98.36%

70 A1080423TP050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1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雷達導波管空壓乾燥機檢修案 否 最低標 31,500

71 A1080425KH090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1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恆春助航臺行政電腦1套採購案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1,736 31,736

72 A1080426KH091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6 小額採購 勞務 鵝鑾鼻航路雷達變頻主機檢修案 清華電子企業社 是 最低標 22,050 19000

73 A1080429TP051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8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區臺CCR機房不鏽鋼門修繕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9,455 46,500 46,000 98.92%

74 A1080429TP051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6/28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區臺CCR機房不鏽鋼門修繕案 否 最低標 49,455

75 A1080430KH092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6/28 小額採購 財物
鵝鑾鼻航路雷達天線馬達變頻器採購

案
力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6,746 4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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