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府各級單位採購庇護工場暨社會企業產品彙整統計表

106年2月統計資料

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名稱
採購日期

(格式2017/01/01)
機關(構)編號 本府各級機關名稱 採購產品類別 採購產品/服務名稱 採購金額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

閉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愛肯樂活工

場

2017/2/14 267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
手工饅頭(鮮奶、鮮奶多穀、歐洲雜

糧、全麥起司)
紫芋饅頭 4,100

忠孝庇護工場(育成

蕃薯藤有機庇護工

場)

2017/2/6 23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80元餐盒*29 2,320

捷運南港展覽館庇

護工場(南港展覽館

庇護商店)

2017/2/1 10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4,0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2 10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辦公室清潔 3,65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4 3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辦公室清潔 7,35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6 424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26,4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10 497 臺北市立潭美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12,6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10 479 臺北市立博嘉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餐廳清潔 7,35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10 479 臺北市立博嘉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餐廳清潔 2,8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23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辦公室清潔 3,15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機動工作隊

2017/2/23 492 臺北市立胡適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29,1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3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文字鍵檔服務 資料處理 32,883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3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文字鍵檔服務 資料處理 34,65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3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文字鍵檔服務 資料處理 31,467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7 18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收據) 715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7 3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標語貼紙) 95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8 24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公文封) 2088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15 243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公文封) 849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15 56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公文封) 126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17 117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社篩)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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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20 119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社篩) 475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21 176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聯絡簿) 231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數

位資料處理庇護工

場

2017/2/22 120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打字排版(變更申請

書)
152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7 217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14,3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0 431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26,18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7 219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禮堂廁所清潔 42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22 197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洗 348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28 219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體育場清潔 6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427 臺北市立銘傳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水塔清洗 11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524 臺北市立芝山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水塔清洗 225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499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校園廁所清潔 20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499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校園廁所清潔 25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483 臺北市立力行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廁所清潔 27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13 347
臺北市立萬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幼兒園消毒除蟲及清

潔
235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阿

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7/2/28 347
臺北市立萬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幼兒園消毒除蟲及清

潔
550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附設勞務服務中

心

2017/2/9 459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18,795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7 44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32,031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9 9 臺北巿政府勞動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28,80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21 421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18,00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24 446 臺北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11,60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24 439 臺北市立永安國民小學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37,00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24 118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13,335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
2017/2/28 139 臺北廣播電臺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清潔服務 8,3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4 37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4,24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4 9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2,0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9 21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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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0 3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3,44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2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5,5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3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36,0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7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32,0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7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茶桶 4,0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7 38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盤 2,7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7 38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茶桶 8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18 3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3,5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22 9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2,0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23 21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2,4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23 2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1,60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24 168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1,750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

場(Easy Coffee)
2017/2/24 3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3,445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 12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環保碳粉匣 6支 9,693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7 416 臺北市立吳興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環保碳粉匣 1支 355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9 12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環保碳粉匣 2支 96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3 414 臺北市立三興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原廠碳粉匣 6支 6,06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3 7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環保碳粉匣 1支 2,85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3 7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A4 影印紙(黃) 1包 1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5 406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A4 影印紙 80P 8包

A3 影印紙 80P 6包

B4 影印紙 80P 2包

14,164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7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 2盒 18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2 416 臺北市立吳興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環保碳粉匣1支 915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 228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3支 2,94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 228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2支 4,74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 17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2支

回收盒 1支
10,0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 523 臺北市立文昌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10支 7,0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7 203 臺北市立塯公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2支 1,9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0 522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2支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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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3 233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墨水匣 4支 1,56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5 171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9支 11,352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6 41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2支 3,807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6 233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3支 3,3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7 251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1支 2,85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21 406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小學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影印紙 1批 5,400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

庇護商店)

2017/2/10 37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印表機耗材批發零售(環保碳粉匣、 環

保墨水匣、 列印用紙等）
碳粉匣 10支 9,000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靜耘坊-休閒茶飲美食屋、

ING進行式清潔、人力資源工

作隊)

2017/2/9 269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教室、公共區域及廁

所
4,000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靜耘坊-休閒茶飲美食屋、

ING進行式清潔、人力資源工

作隊)

2017/2/10 355
臺北市立東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遊戲區清潔 2,000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靜耘坊-休閒茶飲美食屋、

ING進行式清潔、人力資源工

作隊)

2017/2/28 120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公共區域及辦公室清潔 6,296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靜耘坊-休閒茶飲美食屋、

ING進行式清潔、人力資源工

作隊)

2017/2/28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公共區域及辦公室清潔 1,704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3 134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

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製 4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7 64 臺北市立動物園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講義 3,0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7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大圖輸出 7,2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8 9 臺北巿政府勞動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製 1,76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0 3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單據一批 3,2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0 2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A款小公文封 2,0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3 136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

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透明L夾和信封 20,5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4 236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製 1,0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4 87 臺北巿職能發展學院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上課講義一批 7,68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6 9 臺北巿政府勞動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刷 44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6 166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班會紀錄簿 9,1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7 87 臺北巿職能發展學院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講義印製 2,75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17 166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社團紀錄簿 1,82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0 9 臺北巿政府勞動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製 88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1 71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紅布條 2,55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3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獎印印製+海報等 81,63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3 166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研習手冊 13,50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4 69 臺北市市場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刷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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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4 69 臺北市市場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印刷 750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

中心
2017/2/24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宣導單張印刷 63,000

勝利手工琉璃庇護

生產中心
2017/2/22 86 臺北巿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手工琉璃製品(首飾、杯墊、文鎮等)、

客製化企業禮品贈品及客製化紀念品
如意琉璃盤 900

勝利手工琉璃庇護

生產中心
2017/2/22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手工琉璃製品(首飾、杯墊、文鎮等)、

客製化企業禮品贈品及客製化紀念品
如意琉璃盤 800

勝利手工琉璃庇護

生產中心
2017/2/22 87 臺北巿職能發展學院

手工琉璃製品(首飾、杯墊、文鎮等)、

客製化企業禮品贈品及客製化紀念品
如意琉璃盤 80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15 460 臺北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 1,40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15 460 臺北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 56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17 62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海報,宣傳單張 9,00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24 7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中信封(不開窗) 3,75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24 182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點名單 3,600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

庇護工場
2017/2/24 182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輔導室通知單 4,800

愛心生活社 2017/2/6 7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清淨海環保洗衣粉4箱 3,432      

愛心生活社 2017/2/6 7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清淨海環保洗衣粉2箱 1,716      

愛心生活社 2017/2/6 182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佳佳清潔袋(小號)-紅色10箱、佳佳清潔袋(中號)-藍色15箱、塑膠畚斗60組、魔布學生抹布(附掛耳)180條、印花水桶(大)-藍色50個、洗衣籃50個、加倍潔洗衣粉3包、白雪環保洗手乳(按壓式)1箱、白雪環保洗手乳(4000ml/桶)2箱、香皂掛網50個、麗仕香皂5包32,734     

愛心生活社 2017/2/7 504 臺北市立文湖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蒲公英環保抽取式衛生紙3箱、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2箱、竹掃把15支、圓頭拖把頭20個、圓頭拖把10支、膠棉拖把5支、膠棉拖把頭10個、塑膠畚斗(組合式)10組8,412      

愛心生活社 2017/2/7 425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尼龍掃把(單色)1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30組、膠棉拖把30支、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0箱、萬能桶(含蓋)中20個12,570     

愛心生活社 2017/2/7 424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18,000     

愛心生活社 2017/2/9 527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掃把(B)20支、畚斗(塑膠)36支、竹掃30支、圓頭拖把(含4尺木桿)48組7,650      

愛心生活社 2017/2/9 198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尼龍掃把(單色)50支、膠棉拖把40支、學生抹布(附掛耳)50條、萬能桶(無蓋)大20個10,050     

愛心生活社 2017/2/9 485 臺北市立萬福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地板刮水器24支、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4箱、棉紗手套1打、白雪環保洗手乳4箱、佳佳清潔袋(大號)-本色10箱、佳佳清潔袋(小號)-本色5箱、塑膠玻璃擦24個、膠棉拖把12支、白雪玻璃清潔劑1箱25,198     

愛心生活社 2017/2/9 485 臺北市立萬福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春風倒抽式衛生紙10箱 6,6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0 438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尼龍掃把(單色)30支、圓頭拖把(含4尺木桿)3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20組、Y型短柄棕刷10個、威滅滅蟑隊3盒、不鏽鋼鐵夾10支、蒲公英環保倒抽式衛生紙5箱、蒲公英環保抽取式衛生紙1箱、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3箱10,355     

愛心生活社 2017/2/10 235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37,350     

愛心生活社 2017/2/10 175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14,550     

愛心生活社 2017/2/10 504 臺北市立文湖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2,5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16 臺北市立吳興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竹掃30支 2,250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潔霜浴廁清潔劑1箱 660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佳佳清潔袋(中號)2箱、加厚型垃圾袋1箱2,380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佳佳清潔袋(中號)2箱、蒲公英環保抽取式衛生紙3箱、3M多功能擦拭布10條、嬌生柔濕巾補充包2袋3,727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3箱 1,431      

愛心生活社 2017/2/14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6,825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427 臺北市立銘傳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洗手乳1箱、台麗洗衣粉1包1,827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427 臺北市立銘傳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5,580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167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35,550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172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51,225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459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9,525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小捲筒衛生紙5箱 3,3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箱 477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415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二合一掃把組8組、尼龍掃把(單色)2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25組、竹掃把10支、圓頭拖把75支、洗衣刷15個、膠棉拖把35支、地板刷(A)6支、迷你馬桶刷(圓頭)5支、鐵夾10支、印花水桶(大)26個、圓型拖把擰乾器25個、長柄窗刷3支、泡舒洗碗精3瓶、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1箱、歐易漂白水1箱、佳佳清潔袋(小號)-本色3箱、佳佳清潔袋(大號)-本色2箱、菜瓜布1箱、麗仕香皂1箱23,694     

愛心生活社 2017/2/15 415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13,650     

愛心生活社 2017/2/16 12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

焚化廠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台塑清潔袋125L 2箱、台塑清潔袋15L 2箱、3M百利菜瓜布20包7,5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6 267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歐易漂白水2箱、魔布學生抹布(附掛耳)10條、菜瓜布(厚/紅)2片、海綿洗杯刷1支、好神拖拖把組(手壓式)1組、雙色乳膠手套8" 2盒、清淨海環保洗衣粉1箱3,563      

愛心生活社 2017/2/16 113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7箱 3,339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535 臺北市立湖山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尼龍掃把(單色)20支、竹掃把2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20組2,9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509 臺北市立士東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0箱、麗仕香皂3箱、竹掃把6支、學生抹布50條10,622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60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0箱 4,770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175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竹掃把20支、尼龍掃把(單色)30支、迷你馬桶刷(圓頭)20支、膠棉拖把頭20個、潔瓷浴廁清潔劑3箱7,0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175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2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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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生活社 2017/2/17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式飲品(紅茶、風味茶、咖啡、奶

茶、鮮果汁、健康醋、花草茶等)
埔里瓶裝水20箱 2,6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184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5箱 2,540      

愛心生活社 2017/2/17 37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蒲公英環保抽取式衛生紙5箱3,195      

愛心生活社 2017/2/18 497 臺北市立潭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竹扒5支、雙色乳膠手套8" 1盒、棉紗手套5打、手扒雞手套2包1,355      

愛心生活社 2017/2/18 497 臺北市立潭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膠棉拖把30支 3,900      

愛心生活社 2017/2/18 442 臺北市立河堤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掃把(A)30支、竹掃25支、畚斗(塑膠)20支3,725      

愛心生活社 2017/2/18 425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梅花夾10支 7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0 7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外科口罩10盒 2,5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0 261 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蒲公英環保三折式擦手紙4箱、蒲公英環保倒抽式衛生紙1箱、蒲公英環保抽取式衛生紙1箱、白雪亮透環保洗碗精1箱、鋼絲球12個3,611      

愛心生活社 2017/2/20 522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圓頭拖把50支、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3箱、塑膠玻璃擦20支、梅花夾30支、尼龍掃把(單色)4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40組、印花水桶(大)30個、地板刷(A)20支14,830     

愛心生活社 2017/2/20 522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麗仕香皂3箱、白雪環保洗手乳3箱8,862      

愛心生活社 2017/2/20 522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23,7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1 466 臺北市立老松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圓頭拖把(含4尺木桿)50組、畚斗(塑膠)50支、窗刷30支6,550      

愛心生活社 2017/2/21 403 臺北市立松山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竹掃20支 1,5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1 38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蒲公英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0箱、白雪環保地板清潔劑10箱、妙管家洗手乳10箱19,2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1 232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7,164      

愛心生活社 2017/2/22 2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0箱、蒲公英環保大捲筒擦手紙1箱、3M魔力萬用去汙劑4桶、3M德國抹布12包8,298      

愛心生活社 2017/2/22 469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圓頭拖把20支、膠棉拖把10支、魔布學生抹布(附掛耳)20條、美琪天然T3抗菌香皂1箱6,250      

愛心生活社 2017/2/23 1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亮透環保洗碗精5箱 2,790      

愛心生活社 2017/2/23 149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亮透環保洗碗精5箱、歐易漂白水3箱3,815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494 臺北市立修德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竹掃1綑、馬桶刷(小彎彎)50支4,0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149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15箱、學生抹布(附掛耳)20條、棉紗抹布10包、3M百利海綿菜瓜布6包8,055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461 臺北市立大理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白雪環保大捲筒衛生紙(AB)10箱、白雪環保洗手乳1箱、白雪環保浴廁清潔劑1箱、圓頭拖把20支、魔布學生抹布(附掛耳)20條、香皂掛網(附拉繩)20個、易開罐固體芳香劑10罐、萬能桶(含蓋)大10個、尼龍掃把(單色)20支11,677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443 臺北市立忠義國民小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耐熱袋1斤5包、耐熱袋2斤6包、耐熱袋3斤6包、夾鏈袋10#3包、清淨海環保洗碗精1箱、清淨海環保浴廁清潔劑1箱、美琪藥皂6盒、南僑水晶肥皂1包、活性碳口罩1盒、馬桶疏通器2支、魔術靈廚房清潔劑(噴頭)2瓶、 魔術靈廚房清潔劑(補充瓶)2瓶、春風倒抽式衛生紙2箱、康潔馬桶疏通劑1箱、隔熱手套1雙、香皂掛網25個、三角除臭劑(小便桶用)1盒、威滅滅蟑隊2盒、黏鼠板(小)3盒、海綿洗杯刷1支、3M百利海綿菜瓜布4包7,797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198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尼龍掃把(單色)50支、塑膠畚斗(組合式)30組、濾水網袋5包2,900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21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5,925      

愛心生活社 2017/2/24 21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生活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 4,320      

愛不囉嗦庇護工場 2017/2/2 141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盤(麵包,餅乾,蛋

糕)
5,250

新品文具庇護工場 2017/2/9 414 臺北市立三興國民小學 客製化檔案夾製作、文具批發 卷宗夾(紅、白、黃) 9,890

新品文具庇護工場 2017/2/23 7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客製化檔案夾製作、文具批發 連勤透明L夾 7,200

新品文具庇護工場 2017/2/23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客製化檔案夾製作、文具批發
透明膠帶、原子筆等

文具
20,342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6 206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94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7 410 臺北市立健康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14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7 410 臺北市立健康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92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7 419 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2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7 419 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6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8 157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59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209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96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415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89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415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89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218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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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236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23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429 臺北市立新生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5,63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9 211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49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0 230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17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0 158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067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0 369
臺北市立麗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42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3 156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6,72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3 421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73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3 421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61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3 171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80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3 9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5,04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4 216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78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5 44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20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7 208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04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17 208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73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0 49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46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0 235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07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1 239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78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3 221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98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3 414 臺北市立三興國民小學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45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7 83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70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7 64 臺北市立動物園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12,010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心

路洗衣坊

2017/2/27 64 臺北市立動物園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洗衣服務 2,08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7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各式飲品(紅茶、風味茶、咖啡、奶

茶、鮮果汁、健康醋、花草茶等)
咖啡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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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臺北餐廳 2017/2/10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簡餐、輕食(三明治、鬆餅、厚片吐

司、雞絲麵等)
簡餐 302

ENJOY臺北餐廳 2017/2/13 23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64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14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麵包 248

ENJOY臺北餐廳 2017/2/15 28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各式飲品(紅茶、風味茶、咖啡、奶

茶、鮮果汁、健康醋、花草茶等)
咖啡.茶飲 36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20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整模蛋糕 585

ENJOY臺北餐廳 2017/2/17 29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520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21 111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茶會 160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22 46
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

心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 2860

ENJOY臺北餐廳 2017/2/22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餅乾禮盒 4749

ENJOY臺北餐廳 2017/2/24 1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整模蛋糕 65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8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3,50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13 537 臺北市立文林國民小學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4,65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18 268 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2,56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0 502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小學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2,95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2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3,50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2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2,25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4 258 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會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果)、餐盒 餐盒.西點 4,25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4 39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麵包 16,00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3 16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餅乾 3,00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喜憨

兒烘焙屋

2017/2/2 16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烘焙類(三明治、蛋糕、麵包)、點心

(鳳梨酥、梅果、手工巧克力、手工餅

乾、紫米粥、牛軋糖、紅豆餅、布丁

等)、囍餅禮盒

麵包 12,000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附設庇護工場
2017/2/28 2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2月份清潔費 10,290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附設庇護工場
2017/2/28 2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2月份清潔費 10,995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附設庇護工場
2017/2/28 38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家清潔、

公寓樓梯清潔)
2月份清潔費 3,665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27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12K信封 3,4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252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英文班會紀錄簿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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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39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海報 1,7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39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海報 1,7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66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橫幅設計 8,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7 68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獎狀 1,2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里幹事張育滕名片 2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貼紙、立牌 9,7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印章 34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51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大圖輸出+X行展示

架
2,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紅布條、關東旗 3,6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8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講義 8,1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9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視力紀錄表3聯單 75,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3 38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手舉牌 72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3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賴浩怡、顧令

儀、郭怡暄
8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3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洪柏芳、孫婉

婷、謝秉汶、黃議慶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5 87 臺北巿職能發展學院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檔案附件袋、4K、

12K、12K開窗信

封、公文封、立體袋

40,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6 39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海報 2,58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6 39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4K信封、卷宗夾(黃) 16,5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6 1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接種轉移通知單、溫

度監視卡、預防接種

衛教單張

58,255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6 208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12K公文封 3,6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4人 68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8人 1,3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證書 8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收據三聯單 3,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證書 8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17 24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統計專題分析印製 1,869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0 68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105年人口政策宣導實施計劃成果、設計排版81,76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0 70 臺北市商業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布條 7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調解會宣導名片 2,8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23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講義印製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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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各級單位採購庇護工場暨社會企業產品彙整統計表

106年2月統計資料

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名稱
採購日期

(格式2017/01/01)
機關(構)編號 本府各級機關名稱 採購產品類別 採購產品/服務名稱 採購金額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手冊 3,4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志願服務紀錄冊 36,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1人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名片3人 51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印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78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8K信封 3,7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158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12K、8K歐式信封 13,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158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密件公文封 9,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2 158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大4K信封 4,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207 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ELS實務手冊 6,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144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委託書、身分證檢核表(加士林區)、12K開窗信封15,9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手冊 18,0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462 臺北市立西園國民小學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親子共讀手冊、親師手冊印製4,91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區長名片 45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33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機密公文封 9,6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85 臺北巿就業服務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職名章 17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3 66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輸出(正面、左右、書冊)、設計、海報輸出、施工36,58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4 269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教職員海報、閱讀手冊 4,400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5 87 臺北巿職能發展學院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野狼傳奇125&125R、Efi、光陽豪爽金勇系列5,156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

工場
2017/2/26 66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各類文宣品訂製設計印刷、卡片文具

設計印刷、平面設計排版
酷卡設計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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