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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080344LG034 供應室 2019/8/7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桃園雷達資訊臺雷達系統料件採購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487,068 2,720,000 2,720,000 100%

2 A1080565FN073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8 小額採購 工程 臺東作業區備援塔臺機房修繕 昀達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85,785 83,000

3 A1080565FN073KB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8 小額採購 工程 臺東作業區備援塔臺機房修繕 否 最低標 85,785

4 A1080369IMC025B 資訊管理中心 2019/8/1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勞務 臺北近場管制塔臺作業室席位遷移案 江華機電有限公司 是

取最有利

標精神
995,652 985,234 980,000 99.47%

5 A1080389LG038 供應室 2019/8/2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陸空通訊定頻天線採購案 天爾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

取最有利

標精神
990,000 800500 800500 100%

6 A1080389LG038 供應室 2019/8/2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陸空通訊定頻天線採購案 安泰通信工業有限公司 否

取最有利

標精神
990,000

7 A1080447LG047 供應室 2019/8/2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機電設備臺LAMPHOLDER採購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7,000 17,000

8 A1080483LG054 供應室 2019/8/2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Crouse-Hinds裝備器材採購案 營凱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36,474 300,000 264,000 88%

9 A1080483LG054 供應室 2019/8/2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Crouse-Hinds裝備器材採購案 希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336,474

10 A1080484FN067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財物 蘭嶼塔臺機房冷氣汰換案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台東分公

司更生服務站
是 最低標 56,802 56,500

11 A1080484FN067K5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財物 蘭嶼塔臺機房冷氣汰換案 否 最低標 56,802

12 A1080486LG055 供應室 2019/8/2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助航臺130C高壓絕緣膠帶採購案 吉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8,200 58,200

13 A1080486LG055 供應室 2019/8/2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助航臺130C高壓絕緣膠帶採購案 中央商業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58,200

14 A1080486LG055 供應室 2019/8/2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助航臺130C高壓絕緣膠帶採購案 佳山電氣材料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58,200

15 A1080490TP058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三貂角雷達臺60KW不斷電系統(UPS)B

機維修案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08,347 203000 201,000 99.01%

16 A1080490TP058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物

三貂角雷達臺60KW不斷電系統(UPS)B

機維修案
否 最低標 208,347

17 A1080502TIA058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6 小額採購 財物
桃園國際機場機航頻道通話終端路由

擴充案
基復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750 98,000

18 A1080502TIA058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6 小額採購 財物
桃園國際機場機航頻道通話終端路由

擴充案
否 最低標 99,750

19 A1080503TP061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工程
增設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拉線基座1

座工程案
美全電機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5,000 63,500 63,000 99.21%

20 A1080503TP061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工程
增設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拉線基座1

座工程案
否 最低標 65,000

21 A1080503TP061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工程
增設大屯山助航臺NDB鐵塔拉線基座1

座工程案
否 最低標 65,000

22 A1080506TP062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7 小額採購 財物
汰換臺北助航機電臺所轄各助導航機

房設備備用電池案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最低標 88,830 87500 87000 99.43%

23 A1080506TP062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7 小額採購 財物
汰換臺北助航機電臺所轄各助導航機

房設備備用電池案
否 最低標 88,830

24 A1080508LG056 供應室 2019/8/12 小額採購 財物
清泉崗助航臺LED POWER SUPPLY採

購案
營凱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200 98000

25 A1080510FN069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13 小額採購 勞務
豐年機場塔臺4樓待命室防颱鐵捲 門

（3樘）修繕
三聖鋼鐵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7,500 95,000

26 A1080510FN069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13 小額採購 勞務
豐年機場塔臺4樓待命室防颱鐵捲 門

（3樘）修繕
否 最低標 97,500

27 A1080511TP063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勞務 雷達旋轉耦合器招商運送案 億信企業社 是 最低標 15,000 14000 14,000 100%

28 A1080511TP063R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5 小額採購 勞務 雷達旋轉耦合器招商運送案 否 最低標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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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1080512LG058 供應室 2019/8/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臺北雷達資訊臺POWER TRANSISTOR

採購案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360,000 339000 325,800 96.11%

30 A1080512LG058 供應室 2019/8/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臺北雷達資訊臺POWER TRANSISTOR

採購案
玄衡科技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360,000

31 A1080521TP064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20 小額採購 勞務
大屯山助航臺通信機房至VOR機房間

光多工機用通信線路佈設案
全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50,400 49,000 48,000 97.96%

32 A1080521TP064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20 小額採購 勞務
大屯山助航臺通信機房至VOR機房間

光多工機用通信線路佈設案
否 最低標 50,400

33 A1080522KH107N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8 小額採購 財物 高雄雷達射頻零組件採購案 力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700 98,500

34 A1080523TIA060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12 小額採購 工程 D棟辦公室3樓防颱門損壞修繕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6,670 26000

35 A1080523TIA060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12 小額採購 工程 D棟辦公室3樓防颱門損壞修繕案 否 最低標 26,670

36 A1080525SEC128 秘書室 2019/8/6 小額採購 工程 供應室儲藏室舊有百葉窗封閉等工程 富士康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9,593 98000

37 A1080525SEC128 秘書室 2019/8/6 小額採購 工程 供應室儲藏室舊有百葉窗封閉等工程 否 最低標 99,593

38 A1080528TP065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8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順序閃光燈系統水泥燈柱油

漆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7,913 94500 93000 98.41%

39 A1080528TP065P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8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順序閃光燈系統水泥燈柱油

漆案
否 最低標 97,913

40 A1080529ENG011 航電技術室 2019/8/23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勞務

臺北塔臺自動化系統(TAS)場面燈光監

控系統委外維護服務案
比利時商艾迪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 最低標 1,836,000 1743932 1743932 100%

41 A1080529ENG011 航電技術室 2019/8/23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勞務

臺北塔臺自動化系統(TAS)場面燈光監

控系統委外維護服務案
否 最低標 1,836,000

42 A1080530TP066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13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DVOR裝備之Near Field天線

檢修案
善群實業工程行 是 最低標 89,355 86500 86000 99.42%

43 A1080530TP066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13 小額採購 勞務
松山機場DVOR裝備之Near Field天線

檢修案
否 最低標 89,355

44 A1080531LG059 供應室 2019/8/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燈光、燈具及隔離變壓器等料件採購 祥任行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217,000 200000 161520 80.76%

45 A1080531LG059 供應室 2019/8/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畫書
財物 燈光、燈具及隔離變壓器等料件採購 營凱有限公司 否 最低標 217,000

46 A1080535SEC129 秘書室 2019/8/19 小額採購 財物 財產標籤貼紙 伯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9,110 19110 19010 99.48%

47 A1080535SEC129 秘書室 2019/8/19 小額採購 財物 財產標籤貼紙 否 最低標 19,110

48 A1080536KH108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16 共同供應契約 財物 馬公助航臺108年度影印機租賃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五分公司 是 最低標 33,480 33480

49 A1080537TP067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19 小額採購 財物 新生公園SG助航機房及燈柱粉刷案 采音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992 94500 94,000 99.47%

50 A1080537TP067N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19 小額採購 財物 新生公園SG助航機房及燈柱粉刷案 否 最低標 98,992

51 A1080538KH109CY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19 小額採購 財物
嘉義助航臺汰換各設備機房專用電池

案
嘉宣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9,580 69,000

52 A1080539SEC130 秘書室 2019/8/20 小額採購 勞務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公共藝術品「限制

級飛行」(含周邊挑高玻璃)清潔採購

案

聯創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8,900 18900 18900 100%

53 A1080539SEC130 秘書室 2019/8/20 小額採購 勞務

北部飛航服務園區公共藝術品「限制

級飛行」(含周邊挑高玻璃)清潔採購

案

否 最低標 18,900

54 A1080542KH111KR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南部飛航服務園區飛航管理系統

(ATMS)機房增置配電盤採購案
建驊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900 97000

55 A1080545TIA061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20 共同供應契約 勞務
總臺108年辦理台中及桃園NEC雷達機

房建物結構詳細評估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是 最低標 581,000 581,000

56 A1080545TIA061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20 共同供應契約 勞務
總臺108年辦理台中及桃園NEC雷達機

房建物結構詳細評估
否 最低標 581,000

57 A1080547TIA062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機場管制臺採購新塔臺辦公室人

員出勤掛牌案
群策黑板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9,960 1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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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A1080547TIA062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機場管制臺採購新塔臺辦公室人

員出勤掛牌案
否 最低標 19,960

59 A1080547TIA062 桃園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臺北機場管制臺採購新塔臺辦公室人

員出勤掛牌案
否 最低標 19,960

60 A1080549TP06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30 小額採購 勞務
三貂角初級雷達(PSR)電源供應器檢修

案
凌威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6,600 95000 94600 99.58%

61 A1080549TP069S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30 小額採購 勞務
三貂角初級雷達(PSR)電源供應器檢修

案
否 最低標 96,600

62 A1080550SEC132 秘書室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舊有庫房之燈具汰換為LED照明 富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7,650 96000

63 A1080550SEC132 秘書室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舊有庫房之燈具汰換為LED照明 否 最低標 97,650

64 A1080551KH112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22 小額採購 財物
七美機場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WOS)料

件採購案
勤睿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75,000 70000

65 A1080552KH113NA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南部園區及高雄塔臺監視錄影（

CCTV）系統設備維修案
領群科技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070 97,000

66 A1080554FN071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作業區備勤室大樓公共空間2、3樓 液

晶顯示器（2台）
益發電器行 是 最低標 31,000 31000

67 A1080554FN071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1 小額採購 財物
作業區備勤室大樓公共空間2、3樓 液

晶顯示器（2台）
否 最低標 31,000

68 A1080555TP070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23 小額採購 財物
大屯山助航臺浴室用儲能電熱水器採

購案
順國建材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2,500 11800 11330 96.02%

69 A1080555TP070T 臺北裝修區臺 2019/8/23 小額採購 財物
大屯山助航臺浴室用儲能電熱水器採

購案
否 最低標 12,500

70 A1080557LG062 供應室 2019/8/26 小額採購 財物 金門助航臺膠帶採購案 中央商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15,900 15800

71 A1080558FN072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6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豐年機場助航燈光CCR電源輸入

側線路改接
是 最低標 19,130 19,000

72 A1080558FN072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6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豐年機場助航燈光CCR電源輸入

側線路改接
否 最低標 19,130

73 A1080558FN072KD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6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豐年機場助航燈光CCR電源輸入

側線路改接
否 最低標 19,130

74 A1080563KH115PW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28 小額採購 財物 南部園區補償電容盤電容器採購案 宇第企業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98,800 98,000

75 A1080575KH116CY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30 小額採購 財物 嘉義助航臺高壓電力系統料件採購案 玄洲電器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低標 67,179 65,000

76 A1080577FN074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9 小額採購 勞務
臺東豐年塔臺附近樹木矮化修剪及 清

運
鈺鴻土木包工業 是 最低標 90,000 88,000

77 A1080577FN074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9 小額採購 勞務
臺東豐年塔臺附近樹木矮化修剪及 清

運
否 最低標 90,000

78 A1080578KH117MK 高雄裝修區臺 2019/8/31 小額採購 勞務
20G/P、NDB天線鐵塔及NDB 機房除鏽

油漆
向美油漆工程行 是 最低標 90,000 88,000

79 A1080579FN075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9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作業區備勤室新增椅子1批(4 6張) 招美傢俱行 是 最低標 98,900 98,900

80 A1080579FN075KK 臺東裝修區臺 2019/8/29 小額採購 財物 臺東作業區備勤室新增椅子1批(4 6張) 否 最低標 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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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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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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