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太陽光電組裝發電模組及
獨立型太陽光電組裝發電
模組

太陽光電組裝發電模組及
獨立型太陽光電組裝發電
模組

公開招標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3,195,000      是 教育部 1,663,986   

2 行動化數位學習平台 行動化數位學習管理平台 公開評選 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1,500,000    是 教育部 1,500,000 

3 2016年西文期刊 2016年西文期刊 公開招標 EBSCO
US$168,000

(NT$5,486,00
是 教育部 2,400,000   

4
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硬體設備

伺服器主機、磁碟陣列儲
存櫃、其他建置需求設備

公開招標
擎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400,000      是 教育部 2,400,000   

5 屋頂鐵皮及鋁窗工程
新做鋼棚架上舖烤漆浪含
舊架構拆除、鋁氣密窗

公開招標 勝馳實業有限公司 2,720,000      否

6 105學年冷氣統一採購
B棟1~3F木框改鋁前冷氣
拆除、冷氣、變頻分離式
冷氣、分離式冷氣

公開招標 新勝電器行 1,100,000      否

7 校區保全服務
105.09.01-108.07.31
校區保全服務

公開評選
後憲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

        7,200,000 否

8
專業教室及辦公室隔間工
程

I302~I304拆除工程 、
I401〜I403隔間工程、工
程保險及資訊線路增設工
程(I 棟3.4樓)

公開招標 勤習企業有限公司 1,850,000      否

9
校區高壓供電設備汰換
(第二期)

校區高壓供電設備汰換
(第二期)

公開招標
大雅電氣工程有限
公司

22,700,000    否

10
校區及學生宿舍、光田學
生宿舍清潔維護

105.09.01-108.07.31
校區及學生宿舍、光田學
生宿舍清潔維護、光田學
生宿舍寒暑假2次公共區
域清潔打蠟及寢室內電風
扇擦拭、

公開評選 上大清潔有限公司      16,860,000 否

11 校園景觀養護

105.09.01-108.07.31
灌木修剪、草地修剪、植
栽病蟲害防治、校園植栽
枯萎補植、喬木修剪及疏
枝等防颱作業、新建大樓
部分樹木移植或移除

公開評選
造園時代景觀工程
有限公司

        2,399,994 否

12 電梯年度保養維護
105.08.01-108.07.31
M、N、O、P棟電梯年度
保養維護

限制性招標
台灣奧的斯電梯股
份有限公司

        1,850,000 否

13 電梯年度保養維護
G、I、J、L棟電梯年度保
養維護

限制性招標
永大機電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台中分公

        1,650,000 否

14
15 太陽能發電設備 太陽能發電設備 公開評選 鉅歐國際有限公司     23,724,435 否

16
105年馬來西亞華文小學
教師輔導研習班住宿

住宿、餐點、會議廳 限制性招標
原德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

        1,120,000 否

17 直接進樣汞分析儀 直接進樣汞分析儀 公開招標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950,000 是 科技部        950,000

18 動物房改善工程

氣浴室遷移安裝、PU庫
版立板、單開門、子母
門、開孔收邊、
FFU0578GL風扇濾網箱
含高效率過濾網、
N607 HEPA 高效率過濾
網、N607 氣浴室 HEPA
高效率過濾網、
N608 氣浴室 HEPA 高效
率過濾網、無塵天花板回
風口、原空調系統更改施
工、隔間拆除及廢棄物清
運處理

公開招標
鉦豊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

        1,250,000 否

19
中式麵食教室設備建置及
機電工程

中式麵食教室設備建置及
機電工程

公開招標
許多廚師道具工房
有限公司

        5,130,000 是 教育部      4,200,000

20 105學年員工旅遊 105學年員工旅遊 限制性招標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00,000 否

21 電動窗簾工程 電動窗簾工程 公開招標 吉美帆布裝潢行        1,092,490 否

22

骨盆底模型、產後子宮觸
診模型及認知刺激療法
組、四段觸診模型、食物
模型、胎心音監測器、胎
心儀

骨盆底模型、產後子宮觸
診模型及認知刺激療法
組、四段觸診模型、食物
模型、胎心音監測器、胎
心儀

公開招標 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1,450,000 是 教育部      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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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障礙電梯工程 無障礙電梯工程 公開招標

倢晟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

        4,600,000 是 教育部      2,000,000

24
食品技藝大樓（F棟）整
建工程

食品技藝大樓（F棟）整
建工程

公開招標
港洲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26,300,000 否

25 委託檢驗 檢驗中心委託檢驗案 限制性招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220,000 否

26
推廣台北教育中心空間設
計及建物變更、室內裝修
送審申請

推廣台北教育中心空間設
計及建物變更、室內裝修
送審申請

限制性招標
陸希傑設計事業有
限公司

        2,150,000 否

27
舞蹈教室地板及球場地板
拆除更換工程

舞蹈教室地板及球場地板
拆除更換工程 公開招標

綠穎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2,100,000 否

28 校史室建置工程 校史室建置工程 限制性招標
千高台視覺設計有
限公司

        6,000,000 否

29

線上資料庫－ASP+BSP
Package、CINAHL Plus
with FT、MedLine with
FT

線上資料庫－ASP+BSP
Package、CINAHL Plus
with FT、MedLine with
FT

限制性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1,420,000 是 教育部      1,420,000

30 微軟CA全校授權 微軟CA全校授權 公開招標
松崗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130,000 是 教育部      2,130,000

31
B棟教學大樓整修工程及
改善無障礙廁

B棟教學大樓整修工程及
改善無障礙廁

公開招標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26,000,000 否

32
I棟公共區域牆面粉刷及
扶手安裝、物治系公共區
域及專業教室形象工程

I棟公共區域牆面粉刷及
扶手安裝、物治系公共區
域及專業教室形象工程

公開招標
勤習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2,600,000 否

33
寵物美容檢定考場土木及
水電工程

寵物美容檢定考場土木及
水電工程 公開招標 睿明機電工程行         3,500,000 否

34
台北教育中心(推廣中心
台北分部)裝修工程暨教
學相關設備

台北教育中心(推廣中心
台北分部)裝修工程暨教
學相關設備

公開招標
動境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15,000,000 否

35 能資源管理系統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可程
式控制器擴充機、可程式
控制器數位通訊模組、可
程式控制器網路通訊模
組、可程式控制箱、節能
整合監控軟體

公開招標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3,770,000 是 教育部      3,770,000

36 寵物美容教學相關設備
不鏽鋼水槽、吹風機、截
渣槽、寵物美容桌 公開招標 威笙實業有限公司         1,168,750 是 教育部      1,168,750

37
106學年度電腦及其周邊
設備統一採購

106學年度電腦及其周邊
設備統一採購 公開招標 慶銘資訊有限公司         1,082,000 是 教育部      1,082,000

38 身體組成分析儀 身體組成分析儀 公開招標
日龍儀器股份有限
公司

        1,120,000 是 教育部      1,120,000

39
106學年度單槍投影機及
其周邊設備統一採購

106學年度單槍投影機及
其周邊設備統一採購 公開招標 葉興資訊有限公司         1,216,300 是 教育部      1,216,300

40 網路設備

主幹交換器、無線網路控
制器、無線網路基地台、
高速乙太網路供電交換
器、網路監控系統、高速
乙太網路交換器、無線網
路管理軟體

公開招標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000,000 是 教育部      9,000,000

41 廢棄物清運
106.08.01-107.07.31廢
棄物清運

公開招標
西博安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526,400 否

  品項及採購金額。

註：

2.採購品項：依各採購內容摘述，惟如同一採購案件有不同得標廠商時，請分別列示各得標廠商之採購

6.每學年第1學期（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之資料應於2月底前完成公告，全學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

3.辦理方式：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者請敘明招標方式，其餘依各校規定敘明辦理方式。

5.是否接受政府補助：如有接受政府補助，請敘明補助機關及金額。

1.同一採購案件採購金額達100萬元以上，應於本表揭露採購情形。

4.採購金額：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者填決標金額，其餘依契約價金(未明訂契約則按議定金額)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