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金額

1
密集式移動書櫃(雙面六層

五連)31組
書櫃 公開招標 台灣欣鋼股份有限公司 1,780,485 否

2 2013年西文電子期刊34種 電子期刊 公開招標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1,599,000 否

3 ACS等7種資料庫 資料庫 公開招標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3,677,000 否

4 AIP等系列電子期刊3種 電子期刊 公開招標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068,000 否

5
2017 QS WorldClass(世界

教育領袖高峰會) 廣告
廣告 限制性

QS Asia Quacquarelli

Symonds Pte Ltd
2,993,000 否

7 電機量測實習設備一批 量測儀器 公開招標 吉利展科技有限公司 2,120,000 否

8 教學電腦40台 電腦 公開招標 毅臻資訊有限公司 1,981,000 否

9 高轉速CNC ROUTER 1套 車床加工機 公開招標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71,000 否

11
電力電子教學實驗量測儀器

一批
量測儀器 公開招標 立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3,000 否

12 北區雲端電子中文書 1批 電子書 公開招標 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90,000 否

14 多功能塗布複合實驗機１台 實驗儀器 公開招標
鑫強先進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1,928,000 否

15

北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知識共享服務平台功能擴充

案

系統平台 限制性(公開) 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70,000 否

16 閱覽室閱覽桌及閱覽椅1批 課桌椅 公開招標 立康家具設計有限公司 2,365,488 否

17 砲塔型立式銑床及附件4台 銑床 公開招標 科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63,000 否

18 書庫閱讀桌及閱讀椅1批 課桌椅 公開招標
泰福家具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728,630 否

19
102學年度八年級宣導手冊

印刷329,000本
印刷品 公開招標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9,590 否

20 電腦數值控制(CNC)車床1台 車床加工機 公開招標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1,600,000 否

21 機器手教學應用系統站2套 機械手臂 公開招標
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

司
3,100,000 否

22 平板電腦流通服務設備1批 電腦 公開招標 文碩科技有限公司 1,013,000 否

23 北區雲端西文電子書 1批 電子書 公開招標 元華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460,000 是 教育部 1,460,000

24
動態地投射系統及照樹燈裝

置一式
投射燈 公開招標 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1,197,000 是 教育部 1,197,000

25 SDOL過期電子期刊一批 電子期刊 公開招標
荷蘭商惠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1,342,000 否

26 射頻量測設備等8台 射頻量測設備 公開招標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987,000 否

27 Android教育開發平台 Android教育開發平台 公開招標 京賀實業有限公司 2,490,000 否

28 雲端運算平台 乙批 雲端運算平台 公開招標 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23,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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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六軸機器手臂含控制模組二

套四軸機器手臂含控制模組

一套

六軸機器手臂含控制模

組二套四軸機器手臂含

控制模組一套

公開招標
香港商史陶比爾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520,000 是 教育部 2,520,000

30
數位多媒體軟硬體開發平台

一批

數位多媒體軟硬體開發

平台
公開招標 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 1,080,000 否

31 LCD Master液晶模擬軟體
LCD Master液晶模擬軟

體
公開招標

SHINTECH Inc.儁永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1,200,000 否

32 氣相沈積系統1台 氣相沈積系統1台 公開招標 拉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否

33
遙測式眼動追蹤儀系統含視

訊分析軟體乙批

遙測式眼動追蹤儀系統

含視訊分析軟體
公開招標 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70,000 是 教育部 1,570,000

34 X射線繞射光譜儀 X射線繞射光譜儀 公開招標 博揚儀器有限公司 2,300,000 否

35 103年度廁所清潔維護 廁所勞務清潔維護 公開招標 瑞鈦管理工程有限公司 3,120,000 否

36
校區及學生宿舍一般事業廢

棄物清運
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運 限制性(未公開)

達和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

公司
1,452,000 否

37 英語線上學習教材乙式 英語線上學習教材乙式 公開招標
專業全民英檢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250,000 是 教育部    1,250,000

38

102學年度五專多元入學進

路指南、隨身卡、海報印刷

專案

102學年度五專多元入

學進路指南、隨身卡、

海報印刷專案

公開招標 龍讚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1,186,485 是 教育部    1,186,485

40 霍爾效應測量系統 霍爾效應測量系統 公開招標 立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449,000 否

41 感應耦合電漿發射光譜儀
感應耦合電漿發射光譜

儀
公開招標 樂盟科技有限公司 3,728,000 否

42 單元操作整合設備 單元操作整合設備 公開招標 集廣企業有限公司 1,127,000 否

43 ELDYN動態三軸試驗儀設備
ELDYN動態三軸試驗儀

設備
公開招標 文昌邱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2,727,000 是 教育部    1,500,000

44
教務處視教中心語言教學設

備升級整合電腦乙批

教務處視教中心語言教

學設備升級整合電腦乙

批

公開招標 淞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25,000 否

45

102年度產品碳足跡資訊揭

露服務專案工作計畫」-產

品碳標籤查證認可機制之可

行性研究

102年度產品碳足跡資

訊揭露服務專案工作計

畫」-產品碳標籤查證

認可機制之可行性研究

限制性招標
Carbon Trust Advisory

Services Ltd.
1,080,000 否

46

「雷達觀測資料及流域多水

文模式於水文氣象觀測整合

平台之建置與應用(2/2)」

之FEWS-Taiwan水文氣象觀

測整合平台更新

「雷達觀測資料及流域

多水文模式於水文氣象

觀測整合平台之建置與

應用(2/2)」之FEWS-

Taiwan水文氣象觀測整

合平台更新

限制性招標 Deltares 1,080,000 否

47
億光大樓網路設備暨儲存設

備擴充採購案

億光大樓網路設備暨儲

存設備擴充採購案
公開招標 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5,000 是 教育部 2,225,000

48
大面積單元電池量化製作技

術

大面積單元電池量化製

作技術
限制性招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500,000 是 經濟部 1,500,000

49 燃料供應系統開發與整合
燃料供應系統開發與整

合
限制性招標 群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79,000 是 經濟部 1,979,000

50
SOFC發電機組-市場研究與

經濟評估

SOFC發電機組-市場研

究與經濟評估
限制性招標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1,500,000 是 經濟部 1,500,000

51
102學年度IEET認證審查與

實地訪評費

102學年度IEET認證審

查與實地訪評費

限制性招標(不

公開)

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
4,950,000 是 教育部 4,950,000

52 流體監控及電力測試系統
流體監控及電力測試系

統
公開招標 吉安比科技有限公司 1,419,000 否

53
103學年度四技二專進路指

南、海報印刷專案

103學年度四技二專進

路指南、海報印刷專案
公開招標 曦望美工設計社 1,168,543 是 教育部 1,168,543

54
103年學生宿舍廁所清潔維

護(含合江宿舍)

103年學生宿舍廁所清

潔維護(含合江宿舍)

限制性招標(公

告)

臺北市康復之友協會附設

勞務服務中心
1,463,000 否



55
102年校區及學生宿舍一般

事業廢棄物清運一批

102年校區及學生宿舍

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運一

批

公開招標
達和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

公司
1,298,000 否

56 橢圓偏光儀量測系統一套
橢圓偏光儀量測系統一

套
公開招標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47,000 否

57 高頻量測儀器一批 高頻量測儀器一批 公開招標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750,000 否

58
軟硬體設計通訊系統教學設

備一套

軟硬體設計通訊系統教

學設備一套
公開招標 宗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80,000 否

60 雷射量測系統一套 雷射量測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EKSPLAUAB上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
2,281,656 否

61 庫侖靜電定律實驗組等一套
庫侖靜電定律實驗組等

一套
公開招標

Bioaktiva Pharma GmbH

博揚儀器有限公司代表
1,735,055 否

62 繪圖工作站57套 繪圖工作站57套 公開招標 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5,450,000 否

63
實體成型機 (3D Printer)

一套

實體成型機 (3D

Printer)一套
公開招標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64 行動裝置一批 行動裝置一批 公開招標 迎鑫科技有限公司 2,200,000 否

65
脈衝波形產生器與光頻譜分

析儀一套

脈衝波形產生器與光頻

譜分析儀一套
公開招標 安立知股份有限公司 1,109,000 否

66 iMAC蘋果桌上型電腦41套
iMAC蘋果桌上型電腦41

套
公開招標 迎鑫科技有限公司 2,678,000 否

67
無線網路控制器暨控管整合

系統一式

無線網路控制器暨控管

整合系統一式
公開招標 冠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448,000 是 教育部 2,448,000

68
機架伺服器及網路儲存設備

一式

機架伺服器及網路儲存

設備一式
公開招標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937,000 否

69
VMware虛擬化軟體全校授權

一式

VMware虛擬化軟體全校

授權一式
公開招標 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97,000 否

70
綜科館及三教壁癌空間整建

工程
裝(整)修工程 最低標 錦宏營造有限公司 1,180,000 否

71 高頻電路實驗室建置工程 裝(整)修工程 最低標
杰特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

司
1,885,000 否

72 億光大樓網路通訊工程 資訊通信工程 最低標 一帆通信企業有限公司 4,298,000 否

73
億光大樓網路及機房建置工

程
資訊通信工程 最低標 詠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25,000 否

74 東校區網球場凹陷修補工程
東校區網球場凹陷修補

工程
公開招標 錦宏營造有限公司 1,091,503 否

75
光華館4樓防漏及空間整建

工程

光華館4樓部分屋頂防

漏及部分空間整建
公開招標 翰宇營造有限公司 2,520,000 否

76 名譽博士牆工程
於校史館周邊建置名譽

博士牆
公開招標

綠動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

限公司
1,331,442 否

77
車輛系實習工廠新建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技術服務勞務 限制性招標 張文耀建築師事務所 2,949,218 否

78
「設計館木工場整修工程」

案
裝修工程 最低標

綠動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

限公司
1,749,999 否

79 「設計館網路重整工程」案 網路工程 最低標 啟福科技有限公司 1,886,746 否

80
中正館空調系統節能改善工

程(102年)

冷卻水塔、空調監控系

統
公開招標

峰技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

司
2,730,000   否

81
全校水資源管理系統建置工

程(102年)
電子水表及管理系統 公開招標 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70,000 否

82

綜合科館照明與空調智慧管

理監控系統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統包工程(102年)

照明與空調智慧管理監

控系統
公開招標 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4,367,553   否

83
宏裕科技研究大樓及中正館

中正廳燈具汰換(102年)
燈具 公開招標 台灣飛利浦股份有限公司 1,704,393 否

84
綜合科館照明與空調監控設

備(102年)
照明與空調監控設備 公開招標 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920,000 是 科技部    2,920,000



85

「行政大樓（三、八、九、

十）樓男女廁所改善工程

〈含無障礙設施〉」

公開招標 羅浮宮營造有限公司 3,700,000 否

86

102年度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工程案(綜合科館北區B1-

8樓等)

公開招標 羅浮宮營造有限公司 7,300,000   是   教育部    1,600,000

87
中正館B2樓5樓6樓7樓整修

工程(102年)
空間整修 公開招標 錦宏營造有限公司 1,780,000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