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97.33
[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單位名稱] 文化發展中心
[標案案號] 107135
[標案名稱] 「我是鴨母王！台灣英雄朱一貴傳奇」
、蚵仔寮「仙化伯
捕烏魚傳奇一生」繪本合作出版通路勞務採購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謝貴文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教授
(2)郭漢辰 文學作家
(3)陳虹伃 轉轉映畫有限公司 負責人
(4)毛麗嵐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主任
(5)方瑞華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課長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97.33
[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單位名稱] 文化資產中心
[標案案號] 107121
[標案名稱] 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周遭道路系統改善規劃研究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曾國恩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2)林世超 高苑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3)林大煜 退休人員
(4)李毓敏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主任
(5)黃有祿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專員兼課長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97.33
[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單位名稱] 文化資產中心
[標案案號] 107133
[標案名稱] 金融第一街（哈瑪星貿易商大樓）」展示規劃設計及製作
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王御風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副館長
(2)李文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副教授
(3)蘇明如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系 助理教授
(4)李毓敏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主任
(5)黃有祿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課長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秘書室
[標案案號]1070808-2
[標案名稱] 107 年度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技工遴選事務工作委辦案
【採購評審小組委員名單】
(1) 張委員坤維：退休。
(2) 羅委員文林：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大隊長。
(3) 陳委員聖義：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副處長。
(4) 張委員育維：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任秘書。
(5) 林委員政緯：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養護隊隊長。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1.6
[機關名稱] 內政部消防署
[單位名稱] 秘書室
[標案案號] G107-038
[標案名稱]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更新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 謝委員景旭：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
(2) 劉委員宏儒：內政部消防署（兼）主任
(3) 冷委員家宇：內政部消防署組長
(4) 梁委員國偉：內政部消防署隊長
(5) 廖委員崑亮：交通部鐵道局副總工程師
(6) 陳委員孟彰：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7) 朱委員文彬：內政部移民署副組長
(8) 劉委員說安：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9) 周委員家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高級分析師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標案案號]1070815-1
[標案名稱]107 年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中壢區新明公設民營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日間照顧)暨巷弄長照站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 趙委員樹堂：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科長。
(2) 李委員瓊華：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科長。
(3) 周委員麗華：已退休。
(4) 張委員基煜：已退休。
(5) 莊委員秀美：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A.25
[機關名稱] 文化部
[單位名稱] 文化部 秘書處
[標案案號] 10707315
[標案名稱] 107 年「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OT 暨 ROT 計畫履約管理
顧問」委託專業服務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江雅綺 臺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處專利技轉中心/主任
(2)孫華翔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副執行長
(3)黃時中 中銀財務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4)陳錦芳 長昇法律事務所/律師
(5)王子安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
(6)陳濟民 文化部/主任秘書
(7)陳悅宜 文化部/文創發展司司長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企劃科
[標案案號]1070626-2
[標案名稱]平鎮地政事務所暨南勢行政園區大樓新建工程技術服務採
購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王委員价巨：銘傳大學建築系 專任教授。
(2)韋委員多芳：韋多芳建築師事務所。
(3)蔡委員麗秋：中國文化大學 營繕組組長。
(4)林委員茂盛：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副局長。
(5)廖委員育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科長。
(6)陳委員銘隆：平鎮地政事務所 主任。
(7)洪委員嘉潞：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總工程司。
(8)柯委員志輝：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9)趙委員士德：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企劃科 科長。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企劃科
[標案案號]1070626-1
[標案名稱]市立圖書館復旦分館暨多功能館舍新建工程技術服務採購
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陳委員勤忠：建築公坊設計事務所。
(2)林委員茂盛：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副局長。
(3)盧委員維屏：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代理局長。
(4)劉委員銀丹：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 主任。
(5)柯委員志輝：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6)趙委員士德：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企劃科 科長。
(7)陳委員翠慧：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建築科 科長。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97.33
[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單位名稱] 文化資產中心
[標案案號] 107127
[標案名稱] 高雄市歷史建築原橋仔頭驛站(橋頭車站)修復及再利用
計畫勞務採購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 曾國恩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2) 李文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副教授
(3) 謝明勳 交通部鐵道局 工事科長
(4) 李毓敏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主任
(5) 黃有祿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課長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A.25
[機關名稱] 文化部
[單位名稱] 媒體公關組
[標案案號] 10708178
[標案名稱] 107 年文化業務影片託播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 鍾起惠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2) 王毓莉 中國文化大學大傳系專任教授
(3) 劉立行 台師大圖傳系教授
(4) 丁曉菁 文化部次長
(5) 陳濟民 文化部主任秘書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80.30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單位名稱] 旅遊行銷科
[標案案號] 1070821-AA1
[標案名稱] 2019 年桃園主題花燈委託設計、製作及展出勞務採購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林茂山 桃園市政府 參事
(2)陳文君 桃園市政府 參議
(3)王振鴻 桃園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副局長
(4)陳湘瀅 桃園市政府觀光旅遊局旅遊行銷科 科長
(5)張兆斌 桃園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觀光發展科 技正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 3.9.19
[機關名稱] 國家圖書館
[單位名稱] 國家圖書館 秘書室
[標案案號] 107-A-050
[標案名稱] 互動式多媒體 TV 版電子書製作委託服務務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翁楊絲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授
(2)李學文 鴻海科技集團-新媒體科技 顧問
(3)蘇志昇 實踐大學 教授
(4)陳麗君 國家圖書館 主任
(5)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 主任
(6)繁運豐 國家圖書館 主任
(7)李宜容 國家圖書館 主任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A.21.100.1
[機關名稱]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
[單位名稱]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
[標案案號]1070817
[標案名稱] 107 年護理人員一名勞務
【採購評審委員名單】
(1) 張委員瑞珍：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秘書。
(2) 徐委員崇嵐：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安老科科長。
(3) 林鍾委員淑敏：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養護科科長。
(4) 張委員蘭瑛：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護理師。
(5) 楊委員淑晴：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護理師。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景觀工程科
[標案案號]1070719-4
[標案名稱] 107 年度桃園市公園綠地草皮養護規劃及諮詢委託專業服
務案
【採購評選/審委員名單】
(1) 顏委員春城：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主任退休。
(2) 俞委員美如：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主任。
(3) 高委員必嫻：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科長。
(4) 周委員明正：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正工程司。
(5) 陳委員志清：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正工程司。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標案案號]1070807-2
[標案名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營管理桃園市西門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 鍾委員梅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科長。
(2) 劉委員泰良：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社會工作
督導。
(3) 林委員佳芬：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副教授。
(4) 王委員漢源：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 兼任副教授。
(5) 呂委員欽文：呂欽文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外勞事務科
[標案案號]1070809-2
[標案名稱] 「107 年外籍移工體育暨趣味競賽」勞務採購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 賴委員世哲：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專門委員。
(2) 張委員哲航：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外勞事務科 科長。
(3) 張委員嘉平：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主任秘書。
(4) 劉委員宏裕：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副教授。
(5) 羅委員元宏：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副教授兼主任。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標案案號]1070807-1
[標案名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桃園市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
台功能擴充案」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 陳委員彥良：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科長。
(2) 陳委員俊良：桃園市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 主任。
(3) 陳委員秀玲：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助理教
授。
(4) 許委員嘉贊：已退休 。
(5) 王委員德銘：已退休。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33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標案案號〕1070746
〔標案名稱〕桃園市歷史建築八德敦德堂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薛 琴：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客座教授
(2)米復國：淡江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3)榮芳杰：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副教授
(4)魏淑真：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
(5)陳倩慧：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木藝生態博物館館長

【案件資訊】
[機關代碼]3.80.11
[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新聞行政科
[標案案號]1070718-AA4
[標案名稱]桃園市政府新聞處辦公廳舍室內設計及裝修統包工程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1) 陳委員輝煌：陳輝煌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2) 謝委員國璋：謝國璋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3) 林委員炳宏：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系 專任副教授。
(4) 邱委員英哲：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處長。
(5) 許委員維庭：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6) 張委員惇涵：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處長。
(7) 林委員衍儒：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