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廢棄物清運
107.08.02-108.07.31廢棄

物清運
公開招標

西博安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440,000 否

2
即時聚合酶反應螢光定

量系統

即時聚合酶反應螢光定量

系統
公開招標 永馥有限公司 1,300,000    是 教育部 1,300,000  

3
人工智慧跨域實務應用

場域

PEPPER機器人、Qnap

Afobot機器人、AI 研發電

腦、投影機

公開招標
仁大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600,000    是 教育部 1,600,000  

4

多功能假病人、皮內注

射模型、靜脈注射手臂

模型、護理嬰兒

多功能假病人、皮內注射

模型、靜脈注射手臂模

型、護理嬰兒

公開招標 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1,316,000 是 教育部 1,316,000  

5 S棟2、3樓裝修工程

二、三樓裝修工程、消防

設備、樓梯間整修工程、

搬運及廢棄物清除、增設

電源工程、監視設備工

程、視聽設備工程、工程

告示牌、工地安全衛生

費、工程保險費

公開招標
勤習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1,790,000    否

6

臉部皮膚分析儀、皮膚

粗糙度分析儀、皮膚黑

紅色素測定探頭

臉部皮膚分析儀、皮膚粗

糙度分析儀、皮膚黑紅色

素測定探頭

公開招標
台灣廣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225,000    是 教育部 1,225,000  

7

時尚美麗菁英實作教室

及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實

作教室教學相關設備

造型軌道燈、造型磁鐵黑

板、掛高櫃、鏡面造型展

示牆、不鏽鋼水槽、造型

玻璃白板、電動造型彩妝

鏡、造型玻璃展示牆、形

象燈箱、行動攝影棚、造

型桌椅組、上課講桌、造

型燈具、教室上課實驗用

講桌、不鏽鋼原料櫃、廢

棄物清運

公開招標
動境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
5,500,000    是

教育部

自籌款

 5,200,000

300,000

8

多軸運動平台訓練系

統、X-Y雙軸控制系統、

生產輸送帶傳輸裝置、

智慧居家系統開發平台

多軸運動平台訓練系統、

X-Y雙軸控制系統、生產輸

送帶傳輸裝置、智慧居家

系統開發平台

公開招標 岑名有限公司 1,050,000    是 教育部 1,050,000  

弘光科技大學107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品項

（註2）

辦理方式

（註3）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註4)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9 委託檢驗

農藥殘留373項+二硫代胺基

甲酸鹽類、二硫代胺基甲酸

鹽類、黃麴毒素(G2、G1、

B2、B1)、黃麴毒素 M1、赭

麴毒素、氯徽素4項、乙型受

體素20項、四環黴素7項、

硝基呋喃代謝物-4項、磺胺

劑-20項、動物用藥-48項、

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留

分析(16項)、人工色素8項、

咖啡因、兒茶素、塑化劑-9

項、酸價、總極性物質、抗

氧化劑(5項)、單氯丙二醇3-

MCPD、4-MEI(4-甲基咪

唑)、2-MEI(2-甲基咪唑)、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芬普尼

代謝物、禽畜產品中殘留農

藥(125項)、膽固醇、膳食纖

維、砷(以三氧化二砷計)、無

機砷(三價砷、五價砷)、水解

胺基酸18項、鋁、鉀、鈉、

鐵、鎂、磷、鈣、維生素

D、維生素C、人工甘味劑

(甘精、糖精、環己基磺胺酸

鹽、醋磺內酯鉀)、人工甘味

劑-阿斯巴甜、橘黴素、三聚

氰胺

限制性招標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244,250    否

10 統計軟體 統計軟體 公開招標 欣隆資訊有限公司       1,408,500 是 教育部     1,408,500

11 APP管理平台

APP管理系統、伺服器、

平板電腦、儲存設備、光

纖通道儲存區域網路功能

公開招標
擎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875,000 是 教育部     1,875,000

12
中央實驗桌、置物櫃、

藥品櫃

中央實驗桌、置物櫃、藥

品櫃
公開招標 伸運工業有限公司          836,000 是 教育部        836,000

13
餐旅系專業教室視聽設

備

單槍投影機、球型攝影

機、監控主機、喇叭、無

線克風、液晶顯示器

公開招標
利洋國際科技有限

公司
      1,699,900 是 教育部        240,000

14 發酵槽

發酵槽體、控制系統、空

壓機、低溫循環水液槽、

電熱蒸氣產生器

公開招標 貫元科技有限公司       2,170,000 是 教育部     2,170,000

15

美髮造型設計系及化妝

品應用系聯合畢業成果

展舞台燈光音響租賃

音響設備、燈光設備、特

效設備、舞台結構、電力

設備、視訊設備、會場佈

置租賃

公開招標 釧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16
107年馬來西亞華文學

校教師研習班住宿費

107年馬來西亞華文學校

教師研習班住宿費
限制性招標

原德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
      1,064,000 是 僑委會     1,064,000

17
健身中心擴建等相關工

程

健身中心工程、健身中心

新設辦公室工程、自行車

收納及展示空間、LOGO

名稱製作、滾球練習場鋪

設工程、工程告示牌、工

地安全衛生費、工程保險

費

公開招標
尖兵室內裝修工程

行
      2,250,000 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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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000 是
教育部

自籌款
    1,420,000

19 2019年西文期刊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等109種西文期

刊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3,230,000 否

20 電腦耗材(HP+其他) 電腦耗材(HP+其他) 公開招標
謙達事務機器有限

公司
      1,348,000 否

21
公務車租賃（108-112

年）
公務車租賃3台 限制性招標

普羅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18,630,000 否



22 電腦耗材(EPSON+FUJI) 電腦耗材(EPSON+FUJI) 公開招標 慶銘資訊有限公司       1,218,854 否

23
幼保系專業教室整修工

程
裝修工程、機電工程 公開招標

勤習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2,921,044 否

24
K棟屋頂浪板更換防水工

程

土木工程、工地安全衛生

費、工程保險費
公開招標

聿創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
      1,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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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應於次年8月31日完成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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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