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新竹工務段102年度省道預約經
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3

11,920,000 星盛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快速公路預約經
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3

21,000,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5線伸縮縫排水改善工程

2013/1/15

1,088,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台9線、台9甲線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15

3,650,000 俊貿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橋梁隧道結構維修
補強工程

2013/1/15

12,300,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線大同橋改建工程委託地質
探查、測量及設計工作

2013/1/17

台31線由台66線延伸至台1線第
2標新建工程(6k+500~12k+127)
（含代辦中華電信管線工程）
公路總局文史室內展示委託技
術服務工作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檔案室

2013/1/23

708,800,000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1/25

1,117,600 扶茂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檔案室

5,6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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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5線24k~26K段路面整修工程

2013/2/20

21,300,000 祥泉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13線0k+638誠仁橋耐震改建
工程

2013/2/21

58,850,000 廣鑫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2年橋梁隧道結構維修
補強工程

2013/2/21

6,599,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7線33k+000-34k+570段邊坡
整治、公路排水設施及路面坡
度調整改善工程

2013/2/21

21,790,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橋梁結構維修補強
工程

2013/2/22

11,879,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9線12K~20K段及40K~46K段邊
坡整治及公路排水設施改善工
程

2013/3/4

35,800,000 茂億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2年度轄管隧道機電設
備修換及定期維護工程(新增工
項)

2013/3/5

1,850,000 萬信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1線9k+000~10k+5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3/6

16,940,000 吉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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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7線42k+000-46k+900段邊坡
整治、公路排水設施及路面坡
度調整改善工程

2013/3/7

27,590,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7線12k+000-19k+400段公路
排水設施及路面坡度調整改善
工程

2013/3/7

28,220,000 凱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線67K~71K段路面整修工程

2013/3/12

21,480,000 毅安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2年橋梁隧道結構維修
補強工程

2013/3/13

9,180,000 巨茂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臺9線
10K+725~56K段預約經常性災害
搶修工程

2013/3/19

30,200,000 茂億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6線6k~9K段路面整修工程

2013/3/19

22,356,000 皇堡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7線1k+200~5k+000段路面整
修工程

2013/3/19

13,660,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2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災害搶修工程

2013/3/26

12,847,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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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線31K+400邊坡裂縫安全評
估委託技術服務工作

2013/3/26

579,000 魏智明大地技師事務所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臺3線、臺7乙線
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2013/3/28

12,750,000 坤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台61線、台61甲
線、台64線及台65線預約經常
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4/1

10,330,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台15線預約經常
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第2期)

2013/4/2

5,680,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南昌庫清掃廢土
清運工作

2013/4/2

390,992 騏森環保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2線7K+130~10K+330段邊坡
整治及公路排水改善工程

2013/4/9

34,180,000 冠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線20k+700~23k+0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4/9

21,150,000 冠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2年度台2線31K~52K、
台2甲線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
程

2013/4/9

15,080,000 啟發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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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段102年度台2線
98K~114K、台2丙線預約經常性
災害搶修工程

2013/4/9

15,45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臺9甲線0K~19K
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2013/4/11

16,300,000 永森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4線0K-3K景觀改善工程

2013/4/12

台3線20k+592~20k+718(橫溪
橋)改建工程(含代辦管線)

2013/4/16

74,880,000 伯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2年橋梁隧道結構維修
補強工程

2013/4/16

13,300,000 文銓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9甲線(9k+200~9k+600)半邊
橋修復工程委託測量地質探查
設計工作

2013/4/16

3,734,500 晶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5k及台2乙線19K~21k擇處
景觀改善工程

2013/4/17

1,348,999 冠森庭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北山大橋防護圍籬設置
工程

2013/4/23

1,417,000 冠森庭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520,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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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檔案室

台4線36K+100上邊坡易致災整
治委託測量、地質調查及設計
工作

2013/4/29

台2丙線1k+856~4K+280段新建
工程第1次變更預算新增項目

2013/4/29

17,450,000 新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1線13K+500~15K+000、
19K+600~20K+075及
21K+060~22K+000(南下段)路面整修工
程

2013/4/30

12,438,000 峻國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40k+500~42k+5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5/3

14,988,000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1線13K+500~20K+075(北上
段)路面整修工程

2013/5/3

26,480,000 恆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1線22k~24k段主線及台15線
22k~24k段側車道路面整修工程

2013/5/6

20,458,000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2年度台2線70K~98K、
台2丁、台62、台62甲線預約經
常性災害搶修工程(第二期)

2013/5/6

19,49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2年度省道系統交通量調查

2013/5/6

4,489,023 訊田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1,28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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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道3號新台五路交流道
及南港交流道改善工程」新台
五路新設左轉車道及迴轉車道

2013/5/7

2,350,000 維鴻土木包工業

檔案室

台62線10K+330~13K+300段邊坡
整治及公路排水改善工程

2013/5/15

37,600,000 宜大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1線忠孝橋、中山高架橋及中
山橋防落耐震補強工程(新增項
目)

2013/5/15

4,900,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
程處景美工務段圍牆新建工程

2013/5/22

1,260,000 維鴻土木包工業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快速公路預約經
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第2期)

2013/5/23

5,850,000 益大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45k+100~47k+1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5/23

17,900,000 恆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31k+000~33k+0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5/23

14,888,000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2年北海岸(台2線
0K~52K、台2甲線、台2乙線等)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第2期）

2013/5/24

8,800,000 永翰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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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31線由台66線延伸至台1線
N0K+380~N0K+540新建工程

2013/5/24

7,397,000 緣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9甲線屈尺橋及烏來橋結構補
強修復改善工程

2013/5/27

1,880,000 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1線6k~9.5k分隔島景觀改善
工程

2013/5/28

2,166,000 松柏林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線65K+874~68K+317段路燈
新設工程

2013/5/29

3,642,018 錦明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5/29

11,115,000 大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5/31

25,870,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2年度臺15、臺61、臺
61甲、臺64、臺65線預約經常
性災害搶修工程(第2期)

2013/6/3

14,000,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2線13K+300~15K+000段邊坡
整治及公路排水改善工程

2013/6/17

29,500,000 俊貿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1線由台66線延伸至台1線第
1A標新建工程（
0K+000~5K+100）第4次變更設
計預算新增項
中壢段102年度台4線
23K+300~24K+300段右側排水改
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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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68線1k~18k景觀改善工程

2013/6/19

3,142,600 卉蓁園藝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災害搶修工程(第2期)

2013/6/21

7,790,000 百辰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4線2k+800-5k+400段(觀音
山隧道)路面整修工程

2013/6/27

19,710,000 晉德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3線37K武嶺橋拓寬改善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說明
書）委託服務工作

2013/6/27

2,882,250 聯美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臺15線關渡橋檢測、安全評估
及防災措施工作

2013/6/28

9,616,99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省道台1線、台1
甲線、台4線預約經常性路面零
星修補工程(第2期)

2013/7/1

8,525,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1線24k+100~27k+500段路面
整修工程

2013/7/3

25,588,000 鼎鋒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1甲線25k+360~27k+800段路
面整修工程

2013/7/3

18,730,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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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丙線1k+856~4K+280段交控
工程

2013/7/12

6,199,538 東山科技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快速公路預約經
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第2期)

2013/7/16

19,900,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7/16

4,800,000 永翰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7/18

1,726,458 埮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2年度省道台15線、台
15甲線、台31線預約經常性路
面零星修補工程(第2期)

2013/7/24

15,160,000 吉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臺2丙線25K+663~26K+063段改
善工程第1次變更預算新增項目

2013/7/31

台2丙線1k+856~4K+280段照明
工程

2013/8/1

台61線76K+000~85K+829段右側
慢車道擇要路面整修工程

2013/8/1

景美段102年東北角(台2線
71K~114K、台2丙線、台2丁線
等)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
程(第2期)
台31線由台66線延伸至台1線第
1A標零星交通工程
(0K+000~5K+100)

731,000 盛連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69,987 聖佑水電有限公司

26,100,000 吉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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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段102年度台3線、台7乙線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第2期)

2013/8/1

8,475,286 堃裕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13線0k+638誠仁橋耐震改建
工程(新增項目)

2013/8/1

3,404,369 廣鑫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2線9K+307~10K+280橋面版
縱向伸縮縫下方增設防護網工
程

2013/8/1

7,300,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臺2丙線7k+180~9k+150段照明
工程

2013/8/5

2,288,000 直大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9甲線0k~13k及台9線14k~53k
公路兩側景觀含沿線矮牆改善
工程

2013/8/5

3,240,000 冠森庭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2年度台64線觀音山隧道委託
管理及機電維護工程(新增項目
部份)

2013/8/6

180,000 振鎬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乙線17k+500~20k+200段路
面整修工程

2013/8/7

21,868,000 欣鴻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甲線0K+500及台9線56K處
CMS及CCTV防災設備建置工程

2013/8/8

1,541,149 東山科技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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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段102年省道預約經常性路
面零星修補工程(第2期)

2013/8/22

7,000,000 永翰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2甲線交通安全設施改善工
程

2013/8/23

11,95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1線19k+200處設置地磅站委
託評估、設計及監造工作

2013/8/23

3,031,570 鼎雄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轄
區省道橋梁基本資料目視調查
及跨河橋梁目視DER檢測評估

2013/8/23

2,585,000

台3線24K+280~24K+520大同橋
改建工程(含代辦管線)

2013/8/28

萬里隧道高壓真空斷路器汰換
工程

2013/9/10

197,765 金太祥機電顧問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2線7K+130~10K+330段邊坡
整治及公路排水改善工程(第1
次變更預算新增項目議價)

2013/9/10

600,000 冠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北台灣科技走廊研究案剩餘設
備拆除保存工作

2013/9/11

500,000 芊葳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檔案室

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
有限公司

檔案室

127,368,000 國裕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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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台1線62K+100~64K+200段路面
局部零星整修工程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市區監理
所後棟建築物耐震補強(含修
繕)委託代辦規劃設計及監造技
術服務工作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區監理所
暨所屬轄區建物委託耐震補強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決標日期

2013/9/13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4,855,000 路宜營造有限公司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檔案室

2013/9/16

149,000 高國碩建築師事務所

檔案室

2013/9/16

390,000 高國碩建築師事務所

檔案室

交通部公路總局建物拆除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工作

2013/9/17

400,000 黃仲樺建築師事務所

檔案室

台2丙線自行車道工程

2013/9/18

77,070,000 凱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臺15線關渡橋103年陰極防蝕系
統維護工程

2013/9/24

2,326,380 富鋼防蝕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2年台7線22k+60060k+776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
程(第2期

2013/9/24

14,660,000 凱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工務段102年度臺3線、臺7
乙線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第2期)

2013/9/24

13,200,000 坤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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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台9線20K-40K段及46K~56K段邊
坡整治及公路排水設施改善工
程

2013/9/25

34,260,000 凱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82K~83K段增設防災避難
空間及80K明隧道改善工程

2013/9/25

24,39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8線起點銜接新竹市都市計
劃預定道路工程委託地質探
查、測量及設計工作

2013/10/1

9,336,940

中壢段103年度快速公路預約經
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4

6,280,000 益大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台62及62甲線預
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9

7,10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省道預約經常性標
誌標線整修工程

2013/10/14

6,700,000 馬達交通工程器材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台15線、台61線
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15

6,459,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台68線、台68甲
線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
程

2013/10/15

5,280,000 峰安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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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檔案室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景美段103年快速公路(台62線
0K~18K、台62甲線0K~5.6K)預
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0/15

7,850,000 杰昇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4線預約經常
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15

6,790,000 華馥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5乙線貨櫃連絡道橋及貨櫃專
用道引道左(右)耐震補強工程
(新增項目部分)

2013/10/15

1,500,000 中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15、台15甲線
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16

6,750,000 湳港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快速公路交通號
誌整修工程

2013/10/16

2,350,000 富迪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台15、台61、台
61甲、台64線、台65線預約經
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17

18,800,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台3線預約經常
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17

8,400,000 峰安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台2線70K~98K、
台2丁線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
復工程

2013/10/17

9,99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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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新竹段103年省道預約經常性標
誌標線整修工程

2013/10/18

5,490,000 富迪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省道預約經常性標
誌標線整修工程

2013/10/18

8,155,000 憲驛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 103年度省道預約經常
性路燈整修工程（含鳳鼻隧道
消防及機電設備維護）

2013/10/18

2,898,000 靖皓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台62線0K~18K及台
62甲線0k~5.6K段及基隆福隆工
務所路容維護工作

2013/10/23

8,55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61線路容維護
工作

2013/10/23

7,580,000 緣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路燈照明整修工程

2013/10/23

716,899 佳義電氣工程行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快速公路臺61
線、臺61甲線、臺64線0K~10K
路容維護工作

2013/10/23

6,740,000 龍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66線路容維護
工作

2013/10/24

6,570,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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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中和段103年度快速公路台64線
10K~28K及台65線路容維護工作

2013/10/24

7,480,000 速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1、台1甲線預
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24

8,459,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台31線預約經常
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24

4,750,000 華馥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線30K+381王公橋結構安全
評估工作 (新增項目部分)

2013/10/24

中和段103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橋燈整修工程

2013/10/25

3,226,000 皓月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快速公路預約經
常性路燈照明整修工程

2013/10/28

2,240,000 芊葳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工務段103年度台68線、台
68甲線路容維護工作

2013/10/28

6,800,000 芊葳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台15線、台61線
路容維護工作

2013/10/29

6,200,000 凱楠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3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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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檔案室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景美段103年度台2線
98K~114K、台2丙線預約經常性
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29

7,19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台2線31K~52K、
台2甲線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
復工程

2013/10/29

7,200,000 福翊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台7線
22K+600~60K+776預約經常性公
路零星修復工程
復興段103年台7線
0K~22K+600、台7乙線
8K+304~14K+473預約經常性公
路零星修復工程
景美段103年度台2線0K~31K、
台2乙線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
復工程

2013/10/29

9,230,000 啟發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10/30

7,090,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2013/10/30

8,360,000 長裕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段103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標誌標線整修工程

2013/10/30

5,660,000 震宇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台64線觀音山隧道委託
管理及機電維護工程

2013/10/30

6,778,000 皓月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臺3線、臺7乙線
預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0/31

13,360,000 坤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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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復興段103年台3線預約經常性
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1/1

5,200,000 益大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台3乙線、台4線預
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1/1

5,300,000 益大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台9、台9甲線預
約經常性公路零星修復工程

2013/11/6

12,880,000 永森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轄管隧道電力設
備檢查工作

2013/11/6

景美段103年度轄管隧道機電設
備修換及定期維護工程

2013/11/7

103年度新竹工務段台1線、台
15線、台61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8

4,700,000 松柏林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景美工務段台2線
70.72K~113.646K、台2丙線、
台2丁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11

2,630,000 景翔園藝設計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景美工務段台62線、台
62甲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12

2,416,000 景翔園藝設計有限公司

檔案室

190,000

瀚能機電技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3,500,000 萬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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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室

檔案室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新竹段103年度省道預約經常性
災害搶修工程

2013/11/12

8,459,000 傑瀚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轄內交通資
訊蒐集及控制系統路側設備103
年度維護工程

2013/11/12

4,496,606 東山科技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台2線70K~98K、
台2丁線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
程

2013/11/13

9,50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中壢工務段台1、台4、
台15、台15甲線綠美化維護工
程

2013/11/13

4,450,000 松柏林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2丙線基平隧道口景觀綠美化
工程

2013/11/13

台2線82K+000災害邊坡掛網搶
修工程

2013/11/14

8,89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中和工務段台9、台9甲
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19

2,170,000 石景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中和工務段台3、台7
乙、台15、台61、台61甲、台
64、台65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19

2,957,000 泓葉造園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970,000 景翔園藝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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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檔案室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103年度景美工務段台2線
0K~52K、台2乙線、台2甲線綠
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19

2,950,000 漢輝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復興工務段台3、台3
乙、台4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20

2,980,000 綠萌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新竹工務段台3線、台
68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20

3,900,000 芊葳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103年度復興工務段台7、台7乙
線8K-14K段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20

1,980,000 綠萌企業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9甲線屈尺橋及烏來橋結構補
強修復改善工程(新增項目)

2013/11/20

103年度中壢工務段台31、台
61、台66線綠美化維護工程

2013/11/21

5,850,000 逸園景觀工程行

檔案室

新竹段103年度台15、台61、台
68、台68甲線預約經常性路面
零星修補工程

2013/11/25

11,100,000 毅安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度台62及台62甲線
預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2013/11/25

9,380,000 鴻維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58,600 德暉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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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室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復興段103年台7線22k~60k預約
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2013/12/3

8,500,000 百辰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台7線0k~22k、台7
乙線8k~14k預約經常性災害搶
修工程

2013/12/3

8,900,000 鵬宇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台3乙線、台4線預
約經常性災害搶修工程

2013/12/4

8,380,000 啟發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中和工務段地錨檢測技
術服務工作

2013/12/5

13,711,000 長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檔案室

復興段103年台3線預約經常性
災害搶修工程

2013/12/6

5,120,000 啟發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壢、新竹及復興工務段地錨
檢測技術服務工作

2013/12/11

14,308,000 青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台61線、台61甲
線、台64線及台65線預約經常
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13

7,030,000 誠宏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中和段103年度台15線預約經常
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13

7,500,000 京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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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書面資料保管場所

2013年採購案件（公共工程）
標的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廠商名稱

中和段103年度台9線、台9甲線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19

5,890,000 永森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景美段103年東北角(台2線71K114K、台2丙線、台2丁線等)預
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25

16,650,000 杰昇營造有限公司

檔案室

台68線起點銜接新竹市都市計
畫預定道路工程施工前、中暨
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工作

2013/12/27

景美段103年北海岸(台2線
0K~52K、台2甲線、台2乙線等)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27

中和段103年度台3線、台7乙線
預約經常性路面零星修補工程

2013/12/31

3,452,194 佳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400,000 杰昇營造有限公司

7,800,000 京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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