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 112 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暨「本署

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110 年 12 月 23 日臺教體署

學(一)字第 1100047973A 號令修正發布）。 
二、目的：改善各級學校棒球運動教學及訓練環境，完善各級學校棒球運動場

地及設施，推動學生棒球運動發展，建置安全運動環境。 
三、實施期程：自 112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止。 
四、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補助對象：全國各級學校。 
（二）補助條件：以學校教學使用為主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棒球運動場地座落於學校內。 
2、土地所有權屬公有且管理機關為學校或學校取得 10 年以上使用權者。 

（三）補助優先順序如下： 
1、所在區域(鄉、鎮、市、區)未有能從事棒球運動之場地者(如附件 1)。 
2、學校棒球代表隊成立年數達 3 年（含）以上或最近 3 年參加本署舉辦

之各級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及錦標賽獲前 8 名學校（包括國小硬式組、

國小軟式組、國中硬式組、國中軟式組、高中硬式木棒組、高中硬式

鋁棒組、高中軟式組及大專棒球聯賽等），及經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

動聯盟或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遴選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之隊伍。 
3、社團或社區學生棒球專用場地。 

（四）109至 111年業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新修整建棒球場之學校不得再申

請補助，如屬提供學生棒球運動聯賽比賽之場地則不受此限。 
五、補助項目： 

（一）新建及修整建學校及社區學生簡易棒球場：補助內容以球場基礎工

程之整地、排水系統、內野鋪設、外野植草、防護安全相關設施等

工程為優先。其他有關球場附屬設備如選手席、簡易紀錄台、內野

圍網、器材設備及簡易衛浴設備等為次要之工程。 
（二）打擊、投補練習場。 

六、補助原則： 
（一）申請新建丙級簡易棒球場（棒球場地分級表詳附件 2）：每座最高以

補助 500萬元為原則（本計畫新建球場以補助丙級以下為限）。 

（二）申請修整建棒球運動場，每座最高以補助 80 萬元為原則(經專案小

組評估確有需求者，不在此限)。 

（三）補助額度依申請案件及本署預算審查核定，不足部分由學校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自籌，其中自籌比率較高者優先補助。 



 

七、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方式： 

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或所屬各級學校，提

報計畫於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初審（初審方式由各地方政府定之）。 
2、部屬小學、國(私)立高中(職)及國(私)立大專院校經各校初審後提

報計畫於本署委託單位審查。 

（二）申請文件：請依本署規定格式編寫計畫，俾利審查。 
1、球場新建或修整建計畫書【直式橫書（14 號字，單行間距），至多

20頁，並請經校正後以 A4雙面印刷】： 
(1) 封面：包括校名、所在縣市、計畫負責人、聯絡電話與電子信箱。 
(2) 目錄：頁碼應與計畫內容相符。 
(3) 球隊基本資料或社區學生棒球推動計畫及球場經營管理策略(擇

一)： 
A、球隊基本資料：包括球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是否設

有體育班及基層訓練站（招收運動績優生）、球隊規模（總人數

及具原住民身分學生人數）、參賽情況（包括參賽年數、得獎盃

賽及名次）、現有球場是否供辦聯賽使用等。 
B、社區學生棒球推動計畫及球場經營管理策略：包括球隊成立年

數、球隊規模、使用對象、管理單位、球場使用概況等。 
(4) 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①計畫目的：包括敘明所在區域有無棒球運動場及現況。 
②棒球場地點：包括球場地權歸屬，應附產權證明（如為租用者應

敘明租期並附證明）。 
③棒球場地總面積：請詳述實際使用面積(㎡)及內、外野面積。 

④棒球場地方位、球場配置圖及預定新建或修整建場地級別（詳附

件 1）（如為新建，應經專業人士規劃設計球場配置圖）。 
⑤申請項目：預定新建或修整建器材及設施。 
⑥其他：預定執行進度表（如甘特圖）、球場使用、維護及安全管

理方案（應敘明願意資源共享，提供各級學生棒球聯賽使用）、

配合款承諾。 
⑦預期效益：包括球場使用效益評估，如為申請新建者請敘明所在

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⑧場地照片：6 至 12 張。 

(5) 預算書（如附件 3）：應註明自籌款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金額。 
2、申請資料檢核表（如附件 4）：由申請學校初核，由地方政府及本署



 

委託單位複核。 
3、計畫書、預算書及檢核表均須經承辦人、單位主管及校長核章。 

（三）審查方式： 
1、初審： 

(1) 地方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由地方政府審慎評估各校申請資料（得

自行訂定其他條件以供審酌），直轄市政府至多提報 5 校，其餘

地方政府至多提報 3校（含新建及修整建），並應排列申請補助

之優先順序彙報本署委託單位評核【包括申請彙總表（如附件 5）
及初審紀錄】。  

(2) 部屬小學、國(私)立高中(職)、國(私)立大專院校：由各校初核後

報本署委託單位複審。 
2、複審：由本署委託單位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複審並視狀況安排實地訪

視。 
（四）申請期限：依本署公文指定時程辦理，如有特殊情況者得專案簽核辦理。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於計畫結

束後 1 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包括場地改善前後

相關照片，並說明經費執行明細）各乙份報署辦理核結。 
（二）本經費補助涉及對地方政府補助者，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三）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核定內容執行。 

九、輔導考核： 
（一）經核定補助單位之申請計畫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函文說明原因及

變更後之計畫內容（包括執行期程之展延），經本署核准後始得變更。 
（二）經核定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本署要求提供各階段工作進

度及成果資料，接受本署各項審查及督導；本署並得視實際需要，派

員參與相關會議或實地訪視，提供諮詢與輔導。 
（三）受補助單位之執行成效，將作為本計畫次一年度核定地方政府補助

額度之重要參據。 
（四）未配合本署辦理查核及督導作業者，除追回全部補助款項外，並停

止申請本署相關經費。 
（五）受補助單位應將計畫執行成果及相關資料妥為整理，並以照片紀錄

運動場地改善前後之狀況。 
十、本署得視年度預算調整補助額度上限。 
十一、檢附棒球場新建及整建預算編列參考資料供參(如附件 6)。 



 

無棒壘球場區域一覽表 
縣市別 鄉鎮市區 縣市別 鄉鎮市區 

基隆市 

仁愛區 

新北市 

金山區 

中正區 深坑區 

中山區 平溪區 

臺北市 
大同區 雙溪區 

南港區 坪林區 

桃園市 觀音區 

烏來區 

三芝區 

復興區 石門區 

苗栗縣 

南庄鄉 

新竹縣 
橫山鄉 造橋鄉 

卓蘭鎮 尖石鄉 

彰化縣 

芬園鄉 北埔鄉 

花壇鄉 

臺中市 

中區 

秀水鄉 烏日區 

鹿港鎮 

石岡區 福興鄉 

埔心鄉 大甲區 

大村鄉 外埔區 

埔鹽鄉 大安區 

田中鎮 

雲林縣 

東勢鄉 

北斗鎮 台西鄉 

竹塘鄉 崙背鄉 

大城鄉 北港鎮 

二水鄉 水林鄉 

南投縣 

國姓鄉 

金門縣 

金沙鎮 

集集鎮 金寧鄉 

魚池鄉 烈嶼鄉 

鹿谷鄉 烏坵鄉 

嘉義縣 

梅山鄉 

臺南市 

新化區 

阿里山鄉 左鎮區 

大埔鄉 楠西區 

鹿草鄉 南化區 

東石鄉 龍崎區 

六腳鄉 佳里區 

新港鄉 西港區 

溪口鄉 學甲區 

義竹鄉 北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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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三地門鄉 後壁區 

霧台鄉 

東山區 瑪家鄉 

九如鄉 六甲區 

長治鄉 下營區 

麟洛鄉 鹽水區 

泰武鄉 大內區 

來義鄉 山上區 

崁頂鄉 

高雄市 

新興區 

宜蘭縣 

宜蘭市 鹽埕區 

頭城鎮 旗津區 

礁溪鄉 田寮區 

五結鄉 
橋頭區 

梓官區 

花蓮縣 

鳳林鎮 彌陀區 

卓溪鄉 永安區 

富里鄉 杉林區 

臺東縣 
蘭嶼鄉 桃源區 

達仁鄉 那瑪夏區 

澎湖縣 
望安鄉 

連江縣 
北竿鄉 

七美鄉 莒光鄉 

備註： 

1.368鄉鎮市區尚有 119鄉鎮市區無可提供棒壘球練習之場地。 

2.上揭資料係自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報資料(彙整 101年 9月縣市回報資料

及 99至 111年間本署補助之案件)及 101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資料彙整結果(由各校填

報，場地是指單一使用，且為常態設置之場地，大部分僅能練習，無法比賽)。 



 

                          棒球場地級別分類 
 

級別 說明 備註 

甲級球場 
可供國內外正式錦標賽用： 
1. 鋼筋水泥硬體建築物標準球場 
2. 有觀眾席之看臺、盥洗設備等設施 

如天母棒球場、新莊棒球

場、澄清湖棒球場、臺東

棒球村等。 

乙級球場 

可供一般比賽或練習用： 
有簡易鋼架（或鐵皮貨櫃屋）結構之簡

易觀眾席看臺、簡易紀錄臺、選手席、

簡易衛生設備、四周圍網等設施。 

如臺北社子島棒球場、高

雄縣岡山棒球場、臺南市

小北棒球場、嘉義市運三

棒球場、彰化卦山棒球場

等。 

丙級球場 
可供一般比賽或練習用： 
有選手席、簡易紀錄臺、內野圍網、簡

易衛生設備等設施（無看台）。 

如臺北市觀山棒球場、嘉

義縣和興棒球場、屏東台

糖棒球場等。 

丁級球場 

可供一般練習比賽用： 
有內野圍網，無選手席及裁判、紀錄臺，

需臨時撘蓋帳棚、無衛生設備，或學校

由 400 公尺田徑場臨時整理為比賽場地

者等。 

如臺北市福林國小、臺中

市向上國中等。 

戊級球場 

僅供學校平時練習用： 
1. 未符合各級棒球比賽規格 
2. 只能作為內野區以安全圍網作練習場

地 
3. 打擊、投補練習場 

如臺東縣泰源國中、國立

臺中二中、臺北建國中學

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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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112年  月  日至 112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合  計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 91 年 5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號函頒對

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
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
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
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附件 3 



 

申請學校資料檢核表 

學校名稱（全銜）                              學校所在鄉/鎮/市區                    
以下請勾選： 
1. 是否為偏遠地區學校      □是        □否 
2. 是否為原住民鄉鎮市      □是        □否 

3. 是否設立棒球項目體育班  □是        □否 

4. 是否設有棒球基層訓練站  □是        □否 

5. □申請新建簡易棒球場    □申請修整建棒球場     □申請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項

次 項目 學校初核 
(資料是否備齊) 

地方政府、本部複核 
(學校請勿填寫) 

一 

球場新建或修整建計畫書乙份：   
1、球隊基本資料【包括球隊成立年數、是否設

有體育班及基層訓練站、球隊規模（總人數

及具原住民身分學生人數）、參賽情況（包括

參賽年數、得獎盃賽及名次）、現有球場是否

供辦聯賽使用】，或作為社區學生棒球專用場

地基本資料【包括使用對象及管理單位】 

  

2、球場地點【包括球場地權歸屬（應附產權證

明，如為租用者應敘明租期並附證明；如為

代管用地，應加註完工後應至少使用 10 年，

並不得移作他用）、棒球場地總面積（實際使

用面積㎡，請詳述內野及外野面積）及方位】 

  

3、球場配置圖（如為新建者，應經專業人士規

劃設計） 
  

4、預定新建或修整建場地級別及器材設施   
5、預定執行進度表   
6、球場使用、維護及安全管理方案（應敘明願

意資源共享，提供各級學生棒球聯賽使用） 
  

7、配合款承諾   
8、預期效益（包括球場使用效益評估，申請新

建者須註明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9、場地照片 6 至 12 張   

二 預算書乙份（應註明自籌款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

助金額） 
  

其他補充說明： 
 
 

複核者簽章：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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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彙總表 
（地方政府填列） 

縣市編號

(教育部填寫) 
縣市名稱 向本署申請額度 自籌額度 自籌比例 

 
 元 元 ％ 

申請優先順序： 
一、 □新建簡易棒球場；□修整建棒球場；□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請填校名) 

(1)申請額度：               元、自籌額度：              元、自籌比例：        % 
(2)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有                               (請填名稱)；□無 
(3)代表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    年。 
(4)代表隊近 3 年參賽成績：                                                       。 

二、 □新建簡易棒球場；□修整建棒球場；□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請填校名) 
(1)申請額度：               元、自籌額度：              元、自籌比例：        % 
(2)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有                               (請填名稱)；□無 
(3)代表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    年。 
(4)代表隊近 3 年參賽成績：                                                        。 

三、 □新建簡易棒球場；□修整建棒球場；□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請填校名) 
(1)申請額度：               元、自籌額度：              元、自籌比例：        % 
(2)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有                               (請填名稱)；□無 
(3)代表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    年。 
(4)代表隊近 3 年參賽成績：                                                        。 

四、 □新建簡易棒球場；□修整建棒球場；□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請填校名) 
(1)申請額度：               元、自籌額度：              元、自籌比例：        % 
(2)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有                               (請填名稱)；□無 
(3)代表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    年。 
(4)代表隊近 3 年參賽成績：                                                        。 

五、 □新建簡易棒球場；□修整建棒球場；□新(修)建社區學生棒球場：            (請填校名) 
(1)申請額度：               元、自籌額度：              元、自籌比例：        % 
(2)所在鄉鎮市區有無棒球運動場 □有                               (請填名稱)；□無 
(3)代表隊成立年數(連續未中斷年數)：    年。 
(4)代表隊近 3 年參賽成績：                                                        。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請勾選： 

1. 是否已召開審查會議        □是【請檢附審查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否 
2. 是否已填寫各校資料檢核表  □是【請檢附複核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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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場新建及整建預算參考資料 
項次 項         目 規     格    或    規     範 單位 數量 單價 

一 基礎及土方工程   
 
 

 
 

 
 

1 放樣   m2 1.0  10.0  

2 場區整地及廢方處理 整地及廢棄物清理及運棄 m2 1.0  10.0  

3 基礎整地及素地夯實 

由球場中央的內外野草皮線起至全壘打牆

間，呈龜形放射之表面洩水坡度，坡度介於

1/200~1/300。 

m2 1.0  25.0  

4 植草區   
  

  

  
(1)15cm原土翻鬆及有機肥

拌合 

耕耘機翻鬆+3kg/m2有機肥充份拌合 
m2 1.0  20.0  

  
(2)草皮植鋪面層鋪設 5cm清

砂 

面層 5cm清砂回填及洩水坡度調整 
m2 1.0  25.0  

  (3)草皮材料及密鋪施工 百慕達草、地毯草… m2 1.0  80.0  

    草莖植栽方式 m2 1.0  60.0  

    噴灑草種籽(1kg/30m2) m2 1.0  45.0  

5 
草皮鋪覆細砂(≧2公分)，分

二次施工 

清砂＋舖砂機＋機械＋工資。每次不得少於

1公分。 
m2 1.0  45.0  

6 紅土區   
  

  

  (1)10cm煤碴濾層回填 基礎層回填及夯實 m2 1.0  90.0  

  
(2)10cm預拌紅磚粉粒土砂 

紅磚粉粒土 55％、黏土 30％、石英砂 8％、

石灰 5％、鹽 2％ 
m2 1.0  280.0  

  
(3)磁土粗砂材料及拌合（面

層） 

磁土砂用量 5kg/m2  為進口材料、材質分

析、進口証明。 
m2 1.0  160.0  

7 
投手丘及打擊區設施工程 

比賽區及練習區共 5組，用磚排列形成 黏

土 50-60％、砂 20-30％、陶磁土 10-20％ 
式 1.0  120,000.0  

8 
壘包區 

比賽區一.二.三壘壘包(15"*15")含基座埋

設及測量 
式 1.0  25,000.0  

  

 

  
  

  

二 球場週邊工程   
  

  

1 鍍鋅菱形圍籬(含 RC基礎) H=2.4m鍍鋅菱形圍籬(含 RC基礎)、五金及

另料 
m 1.0  1,050.0  

2 PE攔球網   
  

  

  (1)H=12m PE 網 周邊高網(h=12m 45合 PE護網，

4.5*4.5cm)、五金及另料 
m2 1.0  230.0  

附件 6 



 

    周邊高網(h=12m 60合 PE護網，

4.5*4.5cm)、五金及另料 
m2 1.0  280.0  

    周邊高網(h=12m 90合 PE護網，

4.5*4.5cm)、五金及另料 
m2 1.0  460.0  

 (2)H=14m水泥立柱 立柱：14米之 RC水泥電桿、五金及另料含

埋設 
支 1.0  22,000.0  

  (3)捲線器  400 ㎏以上 捲線器  400 ㎏以上 組 1.0  6,000.0  

      

三 周邊排水設施含埋設   
  

  

1 RC陰井(60cm*60cm*70cm) RC陰井(60cm*60cm*70cm) 組 1.0  5,500.0  

2 RC緣石(100cm*10cm*21cm) RC緣石(100cm*10cm*21cm) m 1.0  580.0  

3 10"*7mm PVC 排水管 10"*7mm PVC排水管 m 1.0  1,200.0  

4 12"*8.5mm PVC 排水管 12"*8.5mm PVC排水管 m 1.0  1,500.0  

      
  

  

四 球場噴灌系統   
  

  

1 5T不銹鋼儲水槽   組 2.0  33,000.0  

2 電源配電盤組及不銹鋼電源

箱 

  
組 1.0  45,000.0  

3 10HP 高揚程抽水泵浦組   組 1.0  98,000.0  

4 2"給水 PVC管   m 1.0  125.0  

5 1"給 PVC管   m 1.0  70.0  

6 1.25mm×9c 控制線   m 1.0  125.0  

7 1"固定式噴頭   只 1.0  5,500.0  

8 1-1/2"固定式噴頭   只 1.0  18,000.0  

9 連接提升管   組 1.0  650.0  

10 電磁閥及閥箱   組 1.0  5,500.0  

11 噴灌系統管路開及配管工

程   
式 1.0  350,000.0  

12 器具按裝及埋設   式 1.0  65,000.0  

13 設備試車及調整   式 1.0  20,000.0  

      
  

  

五 行政中心、儲藏室及厠所   
  

  

1 6m*8m鋼構架及隔間(含門

窗) 

  
m2 48.0  9,500.0  

2 2.2m*8m厠所   m2 17.6  9,440.0  



 

3 蹲式厠所及隔間   間 4.0  42,000.0  

4 小便斗及隔間   間 4.0  28,000.0  

5 淋浴間   間 2.0  28,000.0  

  30人份環保化糞池   組 1.0  160,000.0  

6 水電及電氣設備   
  

  

  (1)機電電器設備(及室內照

明) 

  
式 1.0  60,000.0  

  (2)電氣配管配工程   式 1.0  125,000.0  

  (3)厠所給水及器具按裝   式 1.0  45,000.0  

  (4)給水配管線工程   式 1.0  45,000.0  

  (5)工資   式 1.0  65,000.0  

  (6)五金及另料   式 1.0  15,000.0  

      
  

  

六 打擊練習區   
  

  

  立柱基礎工程（開挖及復原）   座 1.0  29,000.0  

  H鋼構工程   T 1.0  30,000.0  

  RC地板（開挖及運棄）   M2 1.0  800.0  

  金屬板   M2 1.0  1,500.0  

  透光 PC 板 2+2MM（含施工）   M2 1.0  1,300.0  

  舖設人工草坪   M2 1.0  400.0  

  PE圍網（含固定另件）   M2 1.0  300.0  

      
  

  

七 球場相關設施及設備   
  

  

1 球場休息室鋼棚架 (4.5*15.0m鋼構含 RC基礎) 座 2.0  224,000.0  

2 高低三層座椅 (50*50mm鍍鋅方管+南方松) 組 2.0  128,000.0  

3 5m界線標竿 2 支(一對) 4〞鍍鋅管(含基礎)、五金及另料 式 1.0  78,000.0  

4 防護墊 

5分紅膠防水夾板、ＰU50mm、ＰE50mm、外

包覆ＰVC厚度 0.6mm以上、五金及另料 
m2 1.0  3,800.0  

5 計分板 

LED電子式（局數、分數、好壞球數、出局

數） 
組 1.0  380,000.0  

    白板磁鐵式（局數、分數） 組 1.0  15,000.0  

6 紅磚粉土 

(散裝)紅磚粉粒 55％、黏土 30％、石英砂

8％、石灰 5％、鹽 2％ 
噸 1.0  2,200.0  

7 砂 (散裝)溪砂 米 1.0  1,200.0  



 

8 黏土 

（袋裝）25 kg  黏土 50-60％、砂 20-30

％ 
包 1.0  230.0  

9 陶磁土 

（袋裝）22.68 kg(50lbs)、為進口材料、

材質分析、進口証明。 
包 1.0  730.0  

10 紅磚粉土 

(袋裝)25 kg  紅磚粉粒 55％、黏土 30％、

石英砂 8％、石灰 5％、鹽 2％ 
包 1.0  200.0  

11 貨櫃屋 20尺＋開門及開窗 式 1.0  90,000.0  

12 投手網架 2〞鍍鋅管+60合 PE護網+輪（200×200㎝) 組 1.0  18,000.0  

13 平面網架 2〞鍍鋅管+60合 PE護網+輪（200×300㎝) 組 1.0  18,000.0  

14 打擊網架 2〞鍍鋅管+60合 PE護網+輪（200×200㎝) 組 1.0  18,000.0  

15 整地毛刷 (W=180cm) 支 1.0  4,800.0  

16 整地鋁耙 (W=90cm) 支 1.0  3,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