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停車場改建工程
土建、機電、柏油路劃線
工程

公開招標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3,500,000      否

2 P9停車場護坡改善工程 土方、鋼筋、混凝土工程 公開招標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1,140,000    否

3 總有機碳分析儀 總有機碳分析儀 公開招標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78,000      是 科技部 1,178,000   

4
廢液/一般/資源/有價物等
暫存區建置工程 土建、機電、貨櫃屋工程 公開招標 柏鼎營造有限公司         2,960,000 否

5 隔間工程

A113、A201、A301、
L505、L510、M305、
M502木作、油漆、機電
工程

公開招標
尖兵室內裝修工程
行

        1,240,000 否

6 女生宿舍漏水改善工程
不銹鋼板、C型、H型
鋼、水泥漆工程

公開招標
聿創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

2,460,000      否

7 B棟教學大樓整修追加工 土建、機電工程 限制性招標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1,600,000    否

8 不斷電供應系統更換
不斷電供應系統、不斷電
供應設備

公開招標 聯好實業有限公司 1,140,000      是 教育部 1,140,000   

9 J棟防鳥設施改善工程 鋼架、防鳥索工程 公開招標 美久適企業社 1,500,000    否

10
食品專業教育訓練中心建
置工程

木作、泥作、機電工程 公開招標
鴻木室內裝修工程
設計有限公司

1,100,000      是 教育部 1,100,000   

11
場地委託經營合約-生活
應用大樓地下二樓便利商
店（LB205）

106.08.01-111.07.31
生活應用大樓地下二樓便
利商店（LB205）

限制性招標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0 否

12 操場周邊地坪修復工程
假設工程、地坪粉光、壓
克力漆工程、高壓混凝土
磚工程

公開招標
聿創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

        2,450,000 否

13
創客中心整建工程及相關
設備

裝修工程、木作工程、機
電工程、彩妝鏡及黑板、
不鏽鋼洗槽、作品展示黑
板、機櫃

公開招標
勤習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3,700,000 是 教育部      3,700,000

14
數位多功能複合式影印機
租賃

106.09.12-109.07.31
影印機租賃

公開招標
謙達事務機器有限
公司

 依合約內文 否

15 106學年度箱型冷氣 箱型冷氣 公開招標
新勝空調股份有限
公司

        1,750,000 否

16
太陽能發電設備暨屋頂新
作及拆除工程

太陽能設備、屋頂新作及
拆除工程

公開招標 鉅歐國際有限公司      21,600,000 否

17
原子吸收光譜儀、全自動
密閉式酸蒸氣清洗機

原子吸收光譜儀、全自動
密閉式酸蒸氣清洗機

公開招標 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1,820,000 是 教育部      1,820,000

18 弘磨坊裝修工程

打除工程、泥作、排水溝
及防水工程、水電工程、
木作工程、人造石檯面、
天花板油漆工程

公開招標
凱岑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1,847,000 否

19 氣相色層分析儀 氣相色層分析儀 公開招標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000 是 教育部      1,100,000

20
實作創課體驗教室教學相
關設備

切雕與紡織列印及轉印設
備、3D軟體、3D應用設
備、工具機設備

公開招標
首羿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

        1,700,000 是 教育部      1,700,000

21 網路設備 網路設備 公開招標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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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線上資料庫採購：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he Cochrane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CJFD)-系統更新與
連線維護費用、
Compendex on
Engineering Village2、
EndNote X8書目管理軟

線上資料庫採購：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he Cochrane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
料庫(CJFD)-系統更新與
連線維護費用、
Compendex on
Engineering Village2、
EndNote X8書目管理軟

限制性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032,000 是 教育部      1,032,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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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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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1,345,000 是 教育部      1,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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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8年西文期刊 2018年西文期刊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5,370,000 是 教育部      3,000,000

25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公開招標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
公司

        1,180,000 是 教育部      1,180,000

26 雲端網路設備
雲端集中交換器模組、雲
端應用高速乙太主幹交換
器、乙太網路交換器

公開招標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200,000 是 教育部      2,200,000

27
107學年度電腦及其周邊
設備統一採購

電腦、筆記型電腦、彩色
電射印表機、迷你電腦

公開招標 慶銘資訊有限公司         4,819,000 是 教育部      4,819,000

28 能資源管理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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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
式數位電表、數位式溫度
表、節能整合監控軟體

公開招標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3,375,000 是 教育部      1,545,000

29 雲端超融合主機 雲端超融合主機 公開招標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950,000 是 教育部      7,950,000

30 數位高階模擬人 數位高階模擬人 公開招標 信儀股份有限公司        2,860,000 是 教育部     2,860,000

31 伺服器及儲存設備 伺服器、儲存設備 公開招標
擎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335,000 是 教育部      1,335,000

32 語言治療教學相關設備

喉頻閃儀、嗓音及吞嚥電
腦教學組、吞嚥與聲門病
理機轉電腦教學組、口腔
鏡、喉頭解剖模型、電子
喉嚨發聲器、動態版面型
語音溝通板

公開招標 博陽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是 教育部      1,500,000

33 能力回復設備

上肢功能訓練機、腰背傾
斜訓練機、動態平衡訓練
機、核心肌群訓練機、髋
功能訓練機、骨盆穩定訓
練機、下肢功能訓練機、
全身協調訓練機

公開招標 弘康醫療儀器行         1,870,000 是 教育部      1,870,000

34
新建學生宿舍大樓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

新建學生宿舍大樓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

限制性招標
大將作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決標工程總金
額*2.8%

否

35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土建、機電工程 公開招標
港洲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596,000,000 否

36
107-108學年度學生團體
保險

107-108學年度學生團體
保險

公開招標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依合約內文 是 教育部      2,400,000

37
餐旅系專業教室及空間整
修工程

地下一樓及五樓
整修工程、機電工程、消
防工程、空調工程

公開招標 惠新營造有限公司      27,500,000 否

38
場地委託經營合約-P棟綜
合教學大樓1、2樓美食街

106.08.01-109.07.31
P棟綜合教學大樓1、2樓
美食街

公開招標 永鮮食品有限公司         3,300,000 否

39
場地委託經營合約-生活
應用大樓地下二樓（
LB202）

106.08.01-109.07.31
場地委託經營合約-生活
應用大樓地下二樓（
LB202）

限制性招標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40 公務車租賃
107.01-111.01
公務車租賃

公開招標
統一東京股份有限
公司

        2,040,000 否

41 微軟CA授權 微軟CA授權 公開招標
云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780,000 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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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單價分析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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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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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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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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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及採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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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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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