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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080376TIA042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1 小額採購 勞務
辦公房舍頂樓雨遮修繕及無線電發射

機與接收機上方增設集水槽案
佳宏工程社 是 最低標 87,150 87,150 87,150 100%

2 A1080376TIA042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1 小額採購 勞務
辦公房舍頂樓雨遮修繕及無線電發射

機與接收機上方增設集水槽案
否 最低標 87,150

3 A1080385LG037 供應室 2019/7/25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臺北助航機電臺燈具燈光採購案 啟霸貿易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218,000 4100000 4100000 100%

4 A1080391LG040 供應室 2019/7/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高雄通氣臺SELEX無線電電源模組採

購案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12,360 200,000 199,500 99.75%

5 A1080391LG040 供應室 2019/7/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高雄通氣臺SELEX無線電電源模組採

購案
葳鎮企業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212,360

6 A1080392LG041 供應室 2019/7/12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航管通信用頭戴式耳機及零配件採購

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200,000 2,590,000 2,500,000 96.53%

7 A1080392LG041 供應室 2019/7/12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航管通信用頭戴式耳機及零配件採購

案
鈞舜企業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4,200,000

8 A1080402SEC097 秘書室 2019/7/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濱江地區新大樓

及宿舍汰換為LED燈具採購案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10,000 688,750 496,375 72.07%

9 A1080402SEC097 秘書室 2019/7/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濱江地區新大樓

及宿舍汰換為LED燈具採購案
茗越實業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710,000

10 A1080402SEC097 秘書室 2019/7/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濱江地區新大樓

及宿舍汰換為LED燈具採購案
大月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710,000

11 A1080407LG046 供應室 2019/7/16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及桃園通氣臺硬碟採購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3,840 43840

12 A1080411TIA050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2 小額採購 勞務 清泉崗助航臺發報臺頂樓PU防水工程 秉邑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78,589 78589 78,589 100%

13 A1080411TIA050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2 小額採購 勞務 清泉崗助航臺發報臺頂樓PU防水工程 否 最低標 78,589

14 A1080424FN054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7 小額採購 勞務
綠島助航臺5部柴油發電機之年度保養

耗材費
東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3,600 82000

15 A1080424FN054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7 小額採購 勞務
綠島助航臺5部柴油發電機之年度保養

耗材費
否 最低標 83,600

16 A1080433SEC103 秘書室 2019/7/2 小額採購 工程
行政大樓後方舊有水箱及水塔等拆除

工程
工井營造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5,634 95000

17 A1080433SEC103 秘書室 2019/7/2 小額採購 工程
行政大樓後方舊有水箱及水塔等拆除

工程
否 最低標 95,634

18 A1080435SEC105 秘書室 2019/7/2 小額採購 工程 清潔人員休息室壁癌牆面改善等工程 雅筑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7,398 96000

19 A1080435SEC105 秘書室 2019/7/2 小額採購 工程 清潔人員休息室壁癌牆面改善等工程 否 最低標 97,398

20 A1080436KH093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2 小額採購 工程
恆春助航臺助航作業區房舍屋簷級大

門修繕
華通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3,000 93000

21 A1080437FN055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工程 綠島助航臺停車間水泥剝落修繕案 大揚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4,584 94584 94,500 99.91%

22 A1080437FN055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工程 綠島助航臺停車間水泥剝落修繕案 否 最低標 94,584

23 A1080438FN056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1 小額採購 工程 汰換綠島助航臺辦公室大門修繕案 永明企業社 是 最低標 98,343 98,343 98,000 99.65%

24 A1080438FN056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1 小額採購 工程 汰換綠島助航臺辦公室大門修繕案 否 最低標 98,343

25 A1080439FN057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工程 汰換綠島辦公室暨餐廳天花板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3,020 93020 93,000 99.98%

26 A1080439FN057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工程 汰換綠島辦公室暨餐廳天花板案 否 最低標 93,020

27 A1080440KH094A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3 小額採購 財物
車號4075-QE作業車更換左右後門窗框

及葉窗框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分公司 是 最低標 31,552 28,000

28 A1080441TP052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1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三貂角雷達天線馬達用變頻器2組採購

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32,300 131000 129000 98.47%

29 A1080441TP052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1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三貂角雷達天線馬達用變頻器2組採購

案
否 最低標 1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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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1080442TIA054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3 小額採購 勞務
桃園機場南北跑道遠端監視天線(FFM)

鐵塔粉刷修繕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8,708 78000

31 A1080442TIA054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3 小額採購 勞務
桃園機場南北跑道遠端監視天線(FFM)

鐵塔粉刷修繕案
否 最低標 78,708

32 A1080443KH095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4 小額採購 工程 塔臺外牆及雷達機房4F浴室磁磚修繕 宇興工程企業行 是 最低標 35,000 34600

33 A1080444KH096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4 小額採購 工程 塔臺頂鋼骨除鏽整修工程 興發企業行 是 最低標 15,600 15,000

34 A1080445KH097KM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3 小額採購 工程 金門塔臺1樓玻璃大門修繕案 鋐鋼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7,000 96000

35 A1080446TP053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1 小額採購 財物
108年度臺北助航機電臺所轄機房發電

機年度定期保養案
葉暉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7,334 43700 43,000 98.40%

36 A1080446TP053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1 小額採購 財物
108年度臺北助航機電臺所轄機房發電

機年度定期保養案
否 最低標 47,334

37 A1080449KH098C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6 小額採購 工程 RCAG電力機房屋頂防漏修繕案 天皓金屬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6,500 94,500

38 A1080450SEC106 秘書室 2019/7/8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行政課採購環保影

印紙一批
高靖文具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0,575 30575 30575 100%

39 A1080450SEC106 秘書室 2019/7/8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行政課採購環保影

印紙一批
否 最低標 30,575

40 A1080451TP054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9 小額採購 財物
ATMS螢幕遠端延伸用KVM OVER IP

切換器備品採購案
魁網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7,086 36000 35700 99.17%

41 A1080451TP054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9 小額採購 財物
ATMS螢幕遠端延伸用KVM OVER IP

切換器備品採購案
否 最低標 37,086

42 A1080454FN058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9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大門軌道斷裂修繕工程案 錦豐工程行 是 最低標 75,600 73000

43 A1080454FN058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9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大門軌道斷裂修繕工程案 否 最低標 75,600

44 A1080457SEC108 秘書室 2019/7/15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航警室冷氣機1臺採

購案
得興電器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3,172 42500

45 A1080457SEC108 秘書室 2019/7/15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航警室冷氣機1臺採

購案
否 最低標 43,172

46 A1080458LG049 供應室 2019/7/30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桃園裝修區臺THALES FFM ANTENNA

採購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26,000 500000 500000 100%

47 A1080461SEC110 秘書室 2019/7/12 小額採購 工程
桃園新塔臺園區A棟2樓模擬機室增設

電源線路
軒如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3,000 12,500 12,500 100%

48 A1080461SEC110 秘書室 2019/7/12 小額採購 工程
桃園新塔臺園區A棟2樓模擬機室增設

電源線路
否 最低標 13,000

49 A1080462SEC111 秘書室 2019/7/15 小額採購 財物 總臺LOGO區及舊大樓東側植栽採購 勝豐園藝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9,005 19005 18,505 97.37%

50 A1080462SEC111 秘書室 2019/7/15 小額採購 財物 總臺LOGO區及舊大樓東側植栽採購 否 最低標 19,005

51 A1080464FN060KE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2 小額採購 工程
臺東雷達塔機房牆面、地板及天花板

整修
雄吟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9,380 78,000

52 A1080464FN060KE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2 小額採購 工程
臺東雷達塔機房牆面、地板及天花板

整修
否 最低標 79,380

53 A1080465LG050 供應室 2019/7/26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助航臺安定器採購案 營凱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8,300 88,300

54 A1080466LG051 供應室 2019/7/19 小額採購 財物
恆春及臺東助航臺反射燈罩及二次側

接頭採購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4,200 92000

55 A1080466LG051 供應室 2019/7/19 小額採購 財物
恆春及臺東助航臺反射燈罩及二次側

接頭採購案
否 最低標 94,200

56 A1080467KH100KM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勞務
金門機場助航燈光迴路改善暨嵌入式

滑行道邊燈施作案
神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000 98000 95000 96.94%

57 A1080469KH101CY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15 小額採購 勞務
嘉義助航臺柴油發電機定期保養維護

案
超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9,908 19,000

58 A1080470LG053 供應室 2019/7/19 小額採購 財物 馬公助航臺電纜接頭採購案 吉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6,800 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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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A1080470LG053 供應室 2019/7/19 小額採購 財物 馬公助航臺電纜接頭採購案 否 最低標 36,800

60 A1080471FN061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108年度臺東作業區消防安全設備檢測

作業
宇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0,000 30000 28500 95%

61 A1080471FN061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108年度臺東作業區消防安全設備檢測

作業
否 最低標 30,000

62 A1080472KH102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23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機場09順序閃光燈區鐵門汰換案 吉全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4,500 90000

63 A1080473FN062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工程
備勤室大樓2樓連接餐廳露台防水修繕

案
展茂企業社 是 最低標 98,280 96,075

64 A1080473FN062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工程
備勤室大樓2樓連接餐廳露台防水修繕

案
否 最低標 98,280

65 A1080474FN063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工程 作業區門禁監視機房室內修繕案 昀達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97,650 95,200

66 A1080474FN063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工程 作業區門禁監視機房室內修繕案 否 最低標 97,650

67 A1080475KH103HC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3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恆春助航臺光纖多工機採購案 全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84,424 692,000 692,000 100%

68 A1080476FN064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3 小額採購 財物 光纖線路維修材料採購案 祥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4,735 80700

69 A1080476FN064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3 小額採購 財物 光纖線路維修材料採購案 否 最低標 84,735

70 A1080477TP056C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區臺通信氣象臺雷擊脈衝計數器

共八只採購案
金溫有限股份公司 是 最低標 88,000 85000 84000 98.82%

71 A1080477TP056C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區臺通信氣象臺雷擊脈衝計數器

共八只採購案
否 最低標 88,000

72 A1080479TIA056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勞務
新塔臺裙樓飛測無線電通聯天線架設

案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最低標 45,150 45000 45000 100%

73 A1080479TIA056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勞務
新塔臺裙樓飛測無線電通聯天線架設

案
否 最低標 45,150

74 A1080480FN065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財物
綠島助航臺不斷電系統UPS更換電池

案
汎高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2,618 71,000

75 A1080480FN065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8 小額採購 財物
綠島助航臺不斷電系統UPS更換電池

案
否 最低標 72,618

76 A1080481TP057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大屯山助航臺測試用DAISY天線架設

案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2,190 85000 84,000 98.82%

77 A1080481TP057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大屯山助航臺測試用DAISY天線架設

案
否 最低標 92,190

78 A1080481TP057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大屯山助航臺測試用DAISY天線架設

案
否 最低標 92,190

79 A1080482FN066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108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案
貝侖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89,100 88,000

80 A1080482FN066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17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作業區108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案
否 最低標 89,100

81 A1080485SEC113 秘書室 2019/7/23 小額採購 財物
濱江地區行政大樓地下室擬裝設乾粉

式自動滅火器
啟勝防災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8,900 18900 18,900 100%

82 A1080485SEC113 秘書室 2019/7/23 小額採購 財物
濱江地區行政大樓地下室擬裝設乾粉

式自動滅火器
否 最低標 18,900

83 A1080489SEC114 秘書室 2019/7/26 小額採購 勞務
總臺濱江地區園藝環境美化及清理雜

(枯)樹木
勝豐園藝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3,335 13,000 13,000 100%

84 A1080489SEC114 秘書室 2019/7/26 小額採購 勞務
總臺濱江地區園藝環境美化及清理雜

(枯)樹木
否 最低標 13,335

85 A1080493TP05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26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新增三貂角雷達臺網路硬碟(NAS)1部

採購案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0,125 30,125 30,1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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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1080493TP05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26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新增三貂角雷達臺網路硬碟(NAS)1部

採購案
否 最低標 30,125

87 A1080494TIA057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財物
桃園機場RVR4中場氣象園 區高壓電

源64S迴路變壓器1台檢修案
軒如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7,600 57,000

88 A1080494TIA057 桃園裝修區臺 2019/7/25 小額採購 財物
桃園機場RVR4中場氣象園 區高壓電

源64S迴路變壓器1台檢修案
否 最低標 57,600

89 A1080497KH105KM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工程 金門塔臺設備機房增設電源配電箱案 正暘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620 99620 99,000 99.38%

90 A1080498FN068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6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LDA機房梁柱耐震補強工程 錦豐工程行 是 最低標 89,500 86,000

91 A1080498FN068K1 臺東裝修區臺 2019/7/26 小額採購 勞務 花蓮LDA機房梁柱耐震補強工程 否 最低標 89,500

92 A1080500KH106KM 高雄裝修區臺 2019/7/30 小額採購 勞務
金門塔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案
六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8,000 18,000 17,000 94.44%

93 A1080501TP060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31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R28 DVOR天線與DME天線固

定棉繩汰換案
固德興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49,959 45,700 45,000 98.47%

94 A1080501TP060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7/31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R28 DVOR天線與DME天線固

定棉繩汰換案
否 最低標 49,959

95 A1080507SEC119 秘書室 2019/7/30 小額採購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航管二代待命室三

層置物架8組採購案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八德分公司 是 最低標 28,568 28568 28,568 100%

96 A1080507SEC119 秘書室 2019/7/30 小額採購 財物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航管二代待命室三

層置物架8組採購案
否 最低標 2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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