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案名稱 決標品項名稱(註二) 辦理方式
（註三）

得標廠商  採購金額
（註四）

是否受

機關補

助

補助機

關名稱
 補助金額

實驗室用氣體 實驗室用氣體 公開招標
大于氣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3,750,000 是 科技部   5,990,000

高效能叢集計算系統壹批 高效能叢集計算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強盛數位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4,130,000 是 科技部   2,600,000

雷射覆熔加工系統壹組 雷射覆熔加工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精鐳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610,000 是 科技部   3,700,000

超聲波聚焦分析儀壹台 超聲波聚焦分析儀壹台 公開招標 富恆科技有限公司            1,735,000 否

環資廠－水淬設備壹批 環資廠－水淬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堃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18,000 否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

樓新建建築工程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

樓新建建築工程
公開招標 猛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41,800,000 否

成功勝利自強成杏敬業校區清

潔勞務工作

成功勝利自強成杏敬業校區清

潔勞務工作
公開招標 旭達工程有限公司            8,128,550 否

河川環境樣本中多環芳香烴化

合物濃度分析165個

河川環境樣本中多環芳香烴化

合物濃度分析165個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327,920 否

手持式X射線螢光分析儀壹台 手持式X射線螢光分析儀壹台 公開招標 能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0,000 否

高階生物分子成像應用多功能

雷射掃描儀壹批

高階生物分子成像應用多功能

雷射掃描儀壹批
公開招標 岑祥股份有限公司            2,675,900 否

ACS電子期刊乙批 ACS電子期刊乙批 公開招標 長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407,500 否

成杏校區周圍高壓管線路遷移

工程

成杏校區周圍高壓管線路遷移

工程
公開招標 宏于電機有限公司            7,308,000 否

無線網路控制器壹部 無線網路控制器壹部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90,000 否

APS電子期刊乙批 APS電子期刊乙批 公開招標 長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83,000 否

LED無影手術燈壹批 LED無影手術燈壹批 公開招標 詮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0 否

107年度強化水利署災情蒐集系

統壹式

107年度強化水利署災情蒐集系

統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95,000 否

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設備壹批 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淩耀電子有限公司            1,194,999 否

AIP電子期刊乙批，計10種 AIP電子期刊乙批，計10種 公開招標
飛資得知識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
           1,052,233 否

教育雲資料中心設備維護案壹

式

教育雲資料中心設備維護案壹

式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310,000 否

有機分析實驗室設備壹批 有機分析實驗室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九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0,000 否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壹批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壹批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580,000 否

C-Hub智慧系統建置壹套 C-Hub智慧系統建置壹套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1,430,000 否

45%氫氧化鈉 45%氫氧化鈉 公開招標 上仁化工有限公司            3,354,000 否

熱重分析儀等壹組 熱重分析儀等壹組 公開招標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640,000 否

運動肺功能測試分析系統壹批 運動肺功能測試分析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日龍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570,000 否

介白素二十單株抗體新樂臨床

前動物實驗委託

介白素二十單株抗體新樂臨床

前動物實驗委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Charles River          17,417,400 否

AIAA Journal等電子期刊乙批，

計121筆

AIAA Journal等電子期刊乙批，

計121筆
公開招標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3,399,800 否

醫學院五樓解剖學科教室空調

及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醫學院五樓解剖學科教室空調

及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岳怡企業有限公司            7,158,000 否

迴轉式磁流變分析儀壹台 迴轉式磁流變分析儀壹台 公開招標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850,000 是 科技部   3,000,000

空間光調變器壹套 空間光調變器壹套 公開招標
伯東國際通商股份有限

公司
997,500 是 科技部        180,000

伺服位移平台壹式 伺服位移平台壹式 公開招標 九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850,000 是 科技部   2,000,000

表面凱爾文探針掃描光電壓光

譜儀壹套

表面凱爾文探針掃描光電壓光

譜儀壹套
公開招標 佐信科技有限公司            2,798,000 是 科技部   1,450,000

國立成功大學106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民國106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



Sesam 離岸工程設計軟體壹式 Sesam 離岸工程設計軟體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604,000 是 科技部   1,737,000

生科大樓大小階梯教室影音教

學設備壹批

生科大樓大小階梯教室影音教

學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2,590,000 否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
公開招標 岳怡企業有限公司          22,750,000 否

107年度消防耗材及維護工作壹

式

107年度消防耗材及維護工作壹

式
公開招標 永鴻消防器材行            1,578,100 否

高解析度氣相層析質譜儀維護

合約(全責型維護及半責型維護)

壹式

高解析度氣相層析質譜儀維護

合約(全責型維護及半責型維護)

壹式

公開招標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340,000 否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地形水深調查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地形水深調查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5,700,000 否

土木系加速壽命試驗儀系統壹

組

土木系加速壽命試驗儀系統壹

組
公開招標

益瀚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514,900 否

圖書館清潔勞務工作壹式 圖書館清潔勞務工作壹式 公開招標 和美環保有限公司            4,488,888 否

打造世界級科技化水產養殖試

驗暨加工專區土地租賃

打造世界級科技化水產養殖試

驗暨加工專區土地租賃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12,204,000 否

光復力行校區清潔勞務工作壹

式

光復力行校區清潔勞務工作壹

式
公開招標 旭達工程有限公司            7,455,300 否

混合型太陽能發電與儲能系統

壹組

混合型太陽能發電與儲能系統

壹組
公開招標 榮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80,000 否

交換機計費系統及交換機系統

保養(107年度)

交換機計費系統及交換機系統

保養(107年度)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昊鋒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875,000 否

實驗動物用墊料壹批 實驗動物用墊料壹批 公開招標 捷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5,000 否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新

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新

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劉臻            6,700,000 否

多功能智慧教室設備壹批 多功能智慧教室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聖凡資訊有限公司            1,130,000 否
安南校區種蝦擴增系統二期工

程

安南校區種蝦擴增系統二期工

程
公開招標 華光營造有限公司            9,356,000 否

R型火警總機更換工程壹批 R型火警總機更換工程壹批 公開招標
安得富消防安全設備有

限公司
           1,968,000 否

107年度實驗廢液、可燃固體廢

棄物、廢棄化學藥品、毒性化

學物質清運壹式

107年度實驗廢液、可燃固體廢

棄物、廢棄化學藥品、毒性化

學物質清運壹式

公開招標
南科環境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1,163,000 否

電子束蒸鍍模組壹組 電子束蒸鍍模組壹組 公開招標 利豐創新有限公司 920,000 否

工程教育認證資料審查及實地

訪評壹式

工程教育認證資料審查及實地

訪評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
           1,980,000 否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壹批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壹批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442,000 否

先進原子層沉積系統之電漿源

及臭氧源壹式

先進原子層沉積系統之電漿源

及臭氧源壹式
公開招標 Picosun Oy            4,100,000 否

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學系窗戶

整修工程

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學系窗戶

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2,728,000 否

無線訊號擷取分析系統壹套 無線訊號擷取分析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杏霖儀器有限公司            1,038,000 否

自駕車系統 自駕車系統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AutonomouStrff            9,841,362 否

雲平大樓網路交換器更新壹批 雲平大樓網路交換器更新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63,000 否

環資中心焚化爐整修及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更新第二次變更設

計

環資中心焚化爐整修及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更新第二次變更設

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玖峰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2,690,000 否

環資廠-儲槽及管線更換壹批 環資廠-儲槽及管線更換壹批 公開招標 昊隆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2,434,849 否



TRIAXY S浮球式波浪儀與配件

壹批

TRIAXY S浮球式波浪儀與配件

壹批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睿洋電子有限公司            9,180,000 否

智慧校園電子白板壹批 智慧校園電子白板壹批 公開招標 創源國際有限公司 985,888 否

豬隻術後生理數值監測代操作

服務委託案

豬隻術後生理數值監測代操作

服務委託案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1,900,000 是 科技部   2,200,000

奇異牌3T  MR750磁振造影系統

維護保養

奇異牌3T  MR750磁振造影系統

維護保養
公開招標

奇異亞洲醫療設備股份

有限公司
           3,900,000 是 科技部   4,370,000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二期)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二期) 公開招標 統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5,777,888 否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聯隊營舍(歷史系館)修復工程第

三次變更設計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聯隊營舍(歷史系館)修復工程第

三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昌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230,000 否

AI固態光源漁業節能燈具壹批 AI固態光源漁業節能燈具壹批 公開招標 利得全股份有限公司            1,878,000 否
CK-Forum教學即時協作互動平

台建置計畫壹式

CK-Forum教學即時協作互動平

台建置計畫壹式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1,910,000 否

液相層析三段式串聯質譜儀維

護合約

液相層析三段式串聯質譜儀維

護合約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440,000 否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陸域生態調查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陸域生態調查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

會
           2,100,000 否

全快閃記憶體儲存陣列壹套 全快閃記憶體儲存陣列壹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捷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 否

校園環境資訊建置用航拍系統

壹批

校園環境資訊建置用航拍系統

壹批
公開招標

原資系統整合股份有限

公司
           1,948,000 否

107年度實驗動物健康委外檢測

壹式

107年度實驗動物健康委外檢測

壹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1,633,620 否

彰濱外海離岸海氣象塔上儀器

觀測與評析作業壹式

彰濱外海離岸海氣象塔上儀器

觀測與評析作業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慧技科學有限公司          16,400,000 否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岳怡企業有限公司            6,200,000 否

光格共軛掃描系統及其配件壹

組

光格共軛掃描系統及其配件壹

組
公開招標

Carl Zeiss Microscopy

GmbH
           2,470,000 否

藥學系實驗桌櫃設備壹批 藥學系實驗桌櫃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1,200,000 否

全校冰溫熱三用程控式飲水機

全責式維護保養(107年度)

全校冰溫熱三用程控式飲水機

全責式維護保養(107年度)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偉志股份有限公司            1,230,000 否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第一次

變更設計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第一次

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禾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2,210,000 否

智慧運算高階交換器網路設備

壹批

智慧運算高階交換器網路設備

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150,000 否

工設系館5260創意教學空間裝

修工程

工設系館5260創意教學空間裝

修工程
公開招標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2,166,800 否

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視訊教學

會議建置壹批

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視訊教學

會議建置壹批
公開招標 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5,680,000 否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漁業經濟調查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漁業經濟調查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180,000 否

臺灣學術網路骨幹設備連線模

組壹式

臺灣學術網路骨幹設備連線模

組壹式
公開招標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4,580,000 否

Cambridge & IOP & OSA電子期

刊乙批，計41種

Cambridge & IOP & OSA電子期

刊乙批，計41種
公開招標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6,500 否

教室空間使用監控系統壹批 教室空間使用監控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秉誠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1,300,000 否



107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預估

22000人

107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預估

22000人
公開招標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6,512,000 否

材料系隔振實驗設施工程後續

擴充

材料系隔振實驗設施工程後續

擴充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泰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300,000 否

超導量子干涉震動磁量儀之氦

氣回收再液化系統壹套

超導量子干涉震動磁量儀之氦

氣回收再液化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美商康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東南亞分公司
           1,320,000 是 科技部   1,200,000

高速運算叢集系統壹套 高速運算叢集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綜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460,000 是 科技部   1,861,000

AI伺服馬達壹批 AI伺服馬達壹批 公開招標 採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5,000 是 科技部   1,442,500

變電壓動態時析光譜量測系統

壹組

變電壓動態時析光譜量測系統

壹組
公開招標 佐信科技有限公司            2,280,000 是 科技部   1,250,000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原位連續式

流體量測載具壹套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原位連續式

流體量測載具壹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Hummingbird Scientific            3,900,525 是 科技部   3,915,420

高壓反應器壹組 高壓反應器壹組 公開招標 鉦昌企業有限公司            1,080,000 是 科技部   1,140,000

雲平大樓第五會議室家具壹批 雲平大樓第五會議室家具壹批 公開招標 富林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380,000 否

雲平大樓東棟4樓第5會議室整

修工程

雲平大樓東棟4樓第5會議室整

修工程
公開招標 英懷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800,000 否

分醫所化學排煙櫃及排氣節能

設備租賃案壹式

分醫所化學排煙櫃及排氣節能

設備租賃案壹式
公開招標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

司
           1,295,000 否

環資廠-袋式集塵機壹批 環資廠-袋式集塵機壹批 公開招標 三忠實業有限公司            9,230,000 否
實驗室設備壹批 實驗室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原茂企業有限公司            1,770,000 否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壹組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森泰儀器有限公司            1,995,000 否

教學正立顯微鏡壹批 教學正立顯微鏡壹批 公開招標
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1,950,000 否

安南校區種蝦擴增系統工程 安南校區種蝦擴增系統工程 公開招標 華光營造有限公司          16,600,000 否
視訊設備及會議系統壹批 視訊設備及會議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010,000 否
手術模擬解剖教室設備壹套 手術模擬解剖教室設備壹套 公開招標 信德儀器有限公司            1,220,000 否
原子層沉積系統壹組 原子層沉積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Picosun Oy            7,650,000 否
C型肝炎病毒檢測分析定量10組 C型肝炎病毒檢測分析定量10組 公開招標 新博生技有限公司            1,248,000 否

UpToDate資料庫，計1種 UpToDate資料庫，計1種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UpToDate, Inc            2,011,262 否

串聯質譜儀維護壹式 串聯質譜儀維護壹式 公開招標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70,000 否

107年飲用水新興汙染物採樣及

檢測分析壹式

107年飲用水新興汙染物採樣及

檢測分析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5,100,000 否

校園網路入侵防禦設備及防火

牆設備壹批

校園網路入侵防禦設備及防火

牆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5,000,000 否

轎式客車及廂式客貨兩用車租

賃壹式

轎式客車及廂式客貨兩用車租

賃壹式
公開招標

小馬國際租賃股份有限

公司
           2,990,000 否

陸域環境監測新增需求 陸域環境監測新增需求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24,339,784 否

Pure智慧型研究資訊管理系統

暨專家人才網站

Pure智慧型研究資訊管理系統

暨專家人才網站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B.V.            6,740,212 否

材料系文星講堂整修工程 材料系文星講堂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2,300,000 否
遠距視訊教學及會議設備壹批 遠距視訊教學及會議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533,000 否
蝦類養殖戶外循環用水系統規

劃與測試之研究計畫壹式

蝦類養殖戶外循環用水系統規

劃與測試之研究計畫壹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1,102,500 否

光二舍地下一層變更使用改善

消防工程

光二舍地下一層變更使用改善

消防工程
公開招標 光煇水電有限公司            3,050,000 否

CK-Bike系統建置壹批 CK-Bike系統建置壹批 公開招標
鋐鉑網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900,000 否

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第

四次變更設計

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第

四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偉基營造有限公司            1,580,000 否

雲端資料中心設備維護案 雲端資料中心設備維護案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90,000 否



生科大樓小階梯教室視訊教學

設備及格致堂多點視訊教學設

備壹批

生科大樓小階梯教室視訊教學

設備及格致堂多點視訊教學設

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848,000 否

環資廠-破碎攪拌作業壹式 環資廠-破碎攪拌作業壹式 公開招標 大楙工程事業有限公司            4,198,000 否

環資中心物理化學高級氧化及

MBR重金屬設備更新

環資中心物理化學高級氧化及

MBR重金屬設備更新
公開招標 玖峰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15,960,000 否

Oxford & RSC & SAGE電子期刊

乙批，計75種

Oxford & RSC & SAGE電子期刊

乙批，計75種
公開招標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2,240,000 否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第二次

變更設計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第二次

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禾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3,125,000 否

BMJ西文電子過刊乙批，計34

筆

BMJ西文電子過刊乙批，計34

筆
公開招標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1,420,000 否

多工平行分析影像中心系統壹

套

多工平行分析影像中心系統壹

套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950,000 否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套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套 公開招標 詮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水工模型施作壹式 水工模型施作壹式 公開招標 居久屋企業有限公司            1,166,200 否

北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調查相關作業

北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調查相關作業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3,000,000 否

微軟教職員及學生全校授權方

案壹式

微軟教職員及學生全校授權方

案壹式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445,000 否

5F,6F學生共同教學實驗室設備

壹批

5F,6F學生共同教學實驗室設備

壹批
公開招標 九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0 否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海域生態調查

107至108年度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海域生態調查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中山大學            8,150,000 否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一批

個人化質子流高速基因體定序

儀專用試劑一批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930,000 否

107年度門禁委託勞務工作 107年度門禁委託勞務工作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浩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14,680,000 否

2018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博覽

會壹式

2018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博覽

會壹式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

會
           4,758,000 否

生科新大樓教學實驗室硬體設

備壹批

生科新大樓教學實驗室硬體設

備壹批
公開招標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

司
           2,050,000 否

模塊化之機電一體化培訓系統

mMS4.0壹式

模塊化之機電一體化培訓系統

mMS4.0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博世力士樂股份有限公

司
           5,250,000 否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隊營舍?賢?東側?梯旁空間結構

緊急修?工程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隊營舍?賢?東側?梯旁空間結構

緊急修?工程

公開招標 高進營造有限公司            3,149,008 否

107年度停車場管顧勞務工作 107年度停車場管顧勞務工作 公開招標 龍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2,499,525 否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水電空調工

程第二次變更設計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水電空調工

程第二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穗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650,000 否

107年度醫學院固體可燃廢棄物

清運及處理壹式

107年度醫學院固體可燃廢棄物

清運及處理壹式
公開招標

正新環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845,000 否

人類全基因組重定序,分析及臨

床資料庫整合服務

人類全基因組重定序,分析及臨

床資料庫整合服務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22,000 否

NVIDIA DGX-1壹套 NVIDIA DGX-1壹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凱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4,725,000 否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壹套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壹套 公開招標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80,000 否

計畫區鳥類棲地利用調查及資

料分析

計畫區鳥類棲地利用調查及資

料分析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720,000 否



綠島地區陸域地形測量壹式 107-02-065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1,240,000 否

資訊暨理化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資訊暨理化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公開招標 鎰發營造科技有限公司            7,600,000 否

校園互動式地圖地理資訊系統

壹式

校園互動式地圖地理資訊系統

壹式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吉普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910,000 否

Elsevier之SciVal資料庫 Elsevier之SciVal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B.V.            2,187,256 否

光二舍地下一樓變更使用整修

工程

光二舍地下一樓變更使用整修

工程
公開招標

耀聯室內裝修實業有限

公司
           1,258,800 否

建構栓塞微球噴灑系統壹批 建構栓塞微球噴灑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元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420,000 是 科技部   1,500,000

超高真空樣品加熱平台壹組 超高真空樣品加熱平台壹組 公開招標 UHV Design            1,250,000 是 科技部   1,315,347

雷射分子束磊晶系統壹套 雷射分子束磊晶系統壹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PASCAL CO., LTD.            6,950,000 是 科技部   7,000,000

全自動絕熱、等溫、動態法熱

卡計壹台

全自動絕熱、等溫、動態法熱

卡計壹台
公開招標

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1,880,000 是 科技部   2,110,000

阻抗管複合式材料低頻聲測系

統壹套

阻抗管複合式材料低頻聲測系

統壹套
公開招標 睿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 是 科技部   1,080,000

單螺桿設備與拉膜裝置壹套 單螺桿設備與拉膜裝置壹套 公開招標 加集塑化電有限公司            4,000,000 是 科技部   4,121,250
複合單紡小型試紡機壹套 複合單紡小型試紡機壹套 公開招標 加集塑化電有限公司            4,898,000 是 科技部   4,998,000

敬三舍新K館2樓空調工程 敬三舍新K館2樓空調工程 公開招標
豐鑫冷凍空調工程有限

公司
           3,187,826 否

虛擬實境教學設備壹批 虛擬實境教學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強彼恩有限公司            2,080,000 否

AI大數據雲平台系統壹套 AI大數據雲平台系統壹套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雙子星雲端運算股份有

限公司
           5,200,000 否

建築系大二未來工作室設備壹

批

建築系大二未來工作室設備壹

批
公開招標

成大昶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46,000 否

液化石油氣 液化石油氣 公開招標
三燕兄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3,259,200 否

離岸海氣象觀測塔資訊平台建

置與系統維運

離岸海氣象觀測塔資訊平台建

置與系統維運
公開招標 健大實業社            1,750,000 否

免疫相關基因表現量次世代定

序研究專用試劑壹批

免疫相關基因表現量次世代定

序研究專用試劑壹批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442,000 否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套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套 公開招標 詮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478,000 否

天線整合式衛星定位儀等壹批 天線整合式衛星定位儀等壹批 公開招標
台灣儀器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分公司
           1,395,000 否

化學品壹批 化學品壹批 公開招標 上仁化工有限公司            2,920,000 否
科技大樓四樓研究室裝修工程 科技大樓四樓研究室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 茂祥室內裝修工程行            1,088,800 否

校園骨幹核心網路設備壹批 校園骨幹核心網路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130,000 否

醫學院第四講堂座椅更新壹批 醫學院第四講堂座椅更新壹批 公開招標 高斯椅業企業有限公司            3,330,000 否

國際人才報告 國際人才報告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B.V.            1,329,680 否

液相層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暨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壹套

液相層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暨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壹套
公開招標 上御科學有限公司            6,800,000 否

監測井設置、先期查證及配合

查證作業

監測井設置、先期查證及配合

查證作業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980,000 否

校史常設展示空間暨相關空間

異動第一期之規劃設計製作案

校史常設展示空間暨相關空間

異動第一期之規劃設計製作案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小象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2,580,000 否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燕巢校

區公共藝術合併設置案(第一期)

第二階段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燕巢校

區公共藝術合併設置案(第一期)

第二階段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物件美好設計有限公司            7,200,000 否



AJNR等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

73筆

AJNR等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

73筆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246,000 否

微發泡成型專用機壹套 微發泡成型專用機壹套 公開招標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3,200,000 是 科技部   2,360,000

三維影像分析軟體Avizo壹套 三維影像分析軟體Avizo壹套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150,000 是 科技部   1,250,000

GPU伺服器壹組 GPU伺服器壹組 公開招標 佳儀國際有限公司            2,190,000 是 科技部   2,280,000

螢光冷光照膠影像系統壹台 螢光冷光照膠影像系統壹台 公開招標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30,000 是 科技部        302,000

非線性風場分析軟體(WindSim8)

擴充功能

非線性風場分析軟體(WindSim8)

擴充功能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品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8,000 是 科技部   1,500,000

數學系屋頂整修工程 數學系屋頂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2,500,000 否

106學年度大陸學位生團體保險

約200人

106學年度大陸學位生團體保險

約200人
公開招標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1,200,000 否

107年學生宿舍清潔勞務工作壹

式

107年學生宿舍清潔勞務工作壹

式
公開招標 宸全國際有限公司            8,585,304 否

OVID LWW電子期刊全文資料

庫，計273筆

OVID LWW電子期刊全文資料

庫，計273筆
公開招標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3,925,400 否

全方位游離核酸癌症基因研究

專用試劑壹批

全方位游離核酸癌症基因研究

專用試劑壹批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950,000 否

超高速雲端運算伺服器主機等

周邊設備壹批

超高速雲端運算伺服器主機等

周邊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佳儀國際有限公司            1,115,000 否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第二次變

更設計

醫學院動物中心部分空調系統

汰換更新及修繕工程第二次變

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岳怡企業有限公司            3,060,000 否

雷射分子束磊晶衛星系統壹套 雷射分子束磊晶衛星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0 否

實驗動物用飼料壹批 實驗動物用飼料壹批 公開招標 雍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4,016,400 否

107年度海陸域地下水水質及底

泥/土壤檢測

107年度海陸域地下水水質及底

泥/土壤檢測
公開招標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804,800 否

Springer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

21筆

Springer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

21筆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689,000 否

續購國際出版社代理出版《亞

太管理評論》期刊服務

續購國際出版社代理出版《亞

太管理評論》期刊服務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B.V.            2,405,600 否

記憶體硬碟壹批 記憶體硬碟壹批 公開招標 聖凡資訊有限公司            1,139,520 否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二期)第一次

變更設計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二期)第一次

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統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150,000 否

SAS電腦軟體全校教育授權版

壹式

SAS電腦軟體全校教育授權版

壹式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

公司
           1,180,000 否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硬體維護

合約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硬體維護

合約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群輝商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690,000 否

多功能多波段螢光及冷光儀壹

台

多功能多波段螢光及冷光儀壹

台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500,000 否

噴霧造粒機壹台 噴霧造粒機壹台 公開招標 東南電機行            1,800,000 否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建築工程第

三次變更設計

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建築工程第

三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4,100,000 否

建築系階梯教室空調改善工程 建築系階梯教室空調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璇鋒專業空調行            1,520,000 否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聯隊營舍(歷史系館)修復工程第

二次變更設計

國定古蹟原日軍台灣步兵第二

聯隊營舍(歷史系館)修復工程第

二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昌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620,000 否

超純水製造系統壹套 超純水製造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 否



核磁共振儀自動送樣裝置壹組 核磁共振儀自動送樣裝置壹組 公開招標 磊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否

環資廠-電漿爐耐火材更新及水

淬

環資廠-電漿爐耐火材更新及水

淬
公開招標 潤優企業有限公司            2,600,000 否

雙載台差分式電子槍壹組 雙載台差分式電子槍壹組 公開招標 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0,000 否

校區空調系統設備整年份條件

全責式定期維護保養(107年度)

校區空調系統設備整年份條件

全責式定期維護保養(107年度)
公開招標 勝昌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3,500,000 否

ClinicalKey資料庫，計1種 ClinicalKey資料庫，計1種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Singapore) Pte Ltd            1,285,170 否

環資廠-設備更換壹批 環資廠-設備更換壹批 公開招標 堃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70,230 否
飛行時間式串聯質譜儀升級壹

組

飛行時間式串聯質譜儀升級壹

組
公開招標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623,000 是 科技部   1,900,000

X光單晶繞射儀低溫變溫系統壹

套

X光單晶繞射儀低溫變溫系統壹

套
公開招標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

份有限公司
           1,380,000 是 科技部        300,000

毛細管電泳串聯質譜儀壹套 毛細管電泳串聯質譜儀壹套 公開招標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Pte

Ltd
         16,700,000 是 科技部   8,000,000

2018年西文期刊壹批 2018年西文期刊壹批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630,000 是 科技部   1,736,382

高溫型恆溫器壹組 高溫型恆溫器壹組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Janis Research Company,

LLC
           1,100,000 是 科技部   1,200,000

SEM臨場奈米壓痕試驗機壹台 SEM臨場奈米壓痕試驗機壹台 公開招標 Bruker Singapore Pte.Ltd.            6,016,000 是 科技部   3,730,000

毛細管電泳分析儀壹套 毛細管電泳分析儀壹套 公開招標 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250,000 是 科技部   1,750,000

Oxford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39

筆

Oxford西文電子期刊乙批，計39

筆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09,996 否

環境流布管理決策分析架構規

劃

環境流布管理決策分析架構規

劃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

發展基金會
           1,895,000 否

更換高功能雙束型聚焦離子束

儀器之零件-離子束高壓箱壹式

更換高功能雙束型聚焦離子束

儀器之零件-離子束高壓箱壹式
公開招標

美商飛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1,640,000 否

環資廠-雙機體變頻微油螺旋式

空壓機壹組

環資廠-雙機體變頻微油螺旋式

空壓機壹組
公開招標 協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0 否

建置桌面虛擬化環境壹組 建置桌面虛擬化環境壹組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400,000 否

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檢測作業 107-02-018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980,000 否

106學年度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

險約380人

106學年度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

險約380人
公開招標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2,280,000 否

快速核酸同步定量偵測系統壹

台

快速核酸同步定量偵測系統壹

台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50,000 否

中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調查相關作業

中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調查相關作業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否

NetApp網路儲存設備儲存空間

擴充壹座

NetApp網路儲存設備儲存空間

擴充壹座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50,000 否

智慧視訊遠距教學會議系統壹

套

智慧視訊遠距教學會議系統壹

套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98,000 否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 勝六舍整修工程(第一期) 公開招標
禾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32,183,600 否

EBSCO電子資料庫，計4種 EBSCO電子資料庫，計4種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631,500 否

水井抽水量與地下水位監測設

備壹式

水井抽水量與地下水位監測設

備壹式
公開招標 立亞工程有限公司            1,340,000 否

AccessMedicine資料庫，計1種 AccessMedicine資料庫，計1種 公開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200,000 否
Pleiades 超高解析度衛星影像檔

壹批

Pleiades 超高解析度衛星影像檔

壹批
公開招標 國立中央大學            3,390,000 否



2018年Advertising Age等西文期

刊乙批，計109筆

2018年Advertising Age等西文期

刊乙批，計109筆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300,000 否

人工智慧車用裝置兩組暨相機

五組

人工智慧車用裝置兩組暨相機

五組
公開招標 益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45,000 否

MATLAB全校授權軟體 MATLAB全校授權軟體

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

求)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10,000 否

電機系機房不斷電系統改善工

程壹式

電機系機房不斷電系統改善工

程壹式
公開招標 聯好實業有限公司            1,975,000 否

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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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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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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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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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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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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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成本或重估價

值(A)

累計折舊

(B)
淨額(C=A-B)

1 多功能Ｘ光雙晶繞射系統 13,800,000 13,800,000 0
併其他報廢品整批

標售

2

3

4

.

.

.

註：

1.土地處分皆須於本表揭露處分情形。

3.變賣淨收入＝售價－處理費用

國立成功大學106學年度處分土地及重大資產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6年8月1日至107年7月31日

序號 處分資產項目

資產帳面金額
變賣淨收入

(D)

未實現重估增

值減少數

(E)

處分利得(損失)

(F=D-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