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

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109年「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示範推廣補助專案計畫」案

109年「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示範推廣補助專案計畫」

案

公開招標 大同 21,800,000 是 經濟部 4,533,850

2

M棟整修工程 M棟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10,400,000 否

3

109~110年度垃圾清運 109~110年度垃圾清運 公開招標 達和 8,400,000 否

4

複合單紡小型試紡機(POY)
複合單紡小型試紡機
(POY)

公開招標 加集塑化電 6,500,000 是 教育部 6,500,000

5

資源回收場整建工程 資源回收場整建工程 公開招標 偉基 6,100,000 否

6

光電工程館無障礙電梯新建

工程

光電工程館無障礙電梯新

建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5,800,000 是 教育部 5,800,000

7

跑道加鋪工程 跑道加鋪工程 公開招標 佰信 4,815,000 否

8

L301~L308及L408裝修與搬

遷工程

L301~L308及L408裝修與

搬遷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4,161,500 否

9

第一宿舍整修(改建)工程 第一宿舍整修(改建)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4,800,000 否

10

F棟至G棟低壓迴路遷移 F棟至G棟低壓迴路遷移 公開招標 恒揚 4,100,000 否

11

桌上型電腦乙批 桌上型電腦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4,698,000 是 教育部 4,698,000

12

研發用渾儀觀象系統之材料

與零組件加工

研發用渾儀觀象系統之材

料與零組件加工
限制性招標 致盈 3,850,000 是 教育部 3,850,000

13

高齡福祉服務教育大樓教學

空間設備裝修

高齡福祉服務教育大樓教

學空間設備裝修
公開招標 都邦 3,780,000 否

14

T棟2、4、6、8樓男女生廁

所整修工程

T棟2、4、6、8樓男女生

廁所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本明 3,480,309 否

15

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公開招標 三佑 3,723,800 是 教育部 3,723,800

16

臺北捷運燈箱 臺北捷運燈箱 限制性招標 東森 3,222,000 否

17

G棟外牆與社團空間隔間工

程

G棟外牆與社團空間隔間

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3,300,000 否

18

10萬級無塵室自動化農業系

統

10萬級無塵室自動化農業

系統
公開招標 金鉦 2,750,000 是 教育部 2,750,000

19

新增電子物流實習館1至5F

無障礙廁所暨男女生廁所整

修工程

新增電子物流實習館1至5F

無障礙廁所暨男女生廁所

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本明 2,229,108 是 教育部 2,229,108

20

2020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2020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公開招標 德昇 2,210,000 否

南臺科技大學108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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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超高速資料中心交換器 超高速資料中心交換器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2,300,000 是 教育部 2,300,000

22

微軟校園軟體授權租賃一年
微軟校園軟體授權租賃一

年
公開招標 智域 2,350,000 否

23

L棟2樓秘書室及接待室裝修

工程

L棟2樓秘書室及接待室裝

修工程
公開招標 本明 1,775,808 否

24

A、B、C、D棟照明汰換工

程

A、B、C、D棟照明汰換

工程
公開招標 漾拓 1,658,806 否

25

電腦主機乙批 電腦主機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940,000 是 教育部 1,940,000

26

無縫膠囊充填機 無縫膠囊充填機 公開招標 隆盛 1,800,000 是 教育部 1,800,000

27

電腦主機 電腦主機 公開招標 聖凡 1,915,800 是 教育部 1,915,800

28

帳務暨請採購管理系統升級
帳務暨請採購管理系統升

級
限制性招標 先傑 1,760,000 否

29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 公開招標 聖凡 1,855,900 是 教育部 1,855,900

3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 公開招標 科航 1,814,000 是 教育部 1,814,000

31

電競遊戲會員APP開發及整

體後端伺服器系統開發

電競遊戲會員APP開發及

整體後端伺服器系統開發
限制性招標 放鐵客 1,700,000 否

32

學務處_衛保組空間規劃裝

修工程

學務處_衛保組空間規劃裝

修工程
公開招標 都邦 1,236,816 否

33

南科育成中心-109年駐衛保

全服務費

南科育成中心-109年駐衛

保全服務費
限制性招標 太子保全 1,566,000 否

34

研發用古機械的材料與零組

件加工(研發用大三間院門屋

頂層模組之材料與零組件)

研發用古機械的材料與零

組件加工(研發用大三間院

門屋頂層模組之材料與零

組件)

公開招標 新古機械 1,250,000 是 教育部 1,250,000

35

短徑蒸發器 短徑蒸發器 公開招標 頤樺 1,390,000 是 教育部 1,390,000

36

G棟學生社團大樓鐵櫃及桌

椅採購

G棟學生社團大樓鐵櫃及

桌椅採購
公開招標 經典 1,094,500 否

37

微焦斑穿透視X光量測設備
微焦斑穿透視X光量測設

備
公開招標 和鑫 1,280,000 是 教育部 1,280,000

38

統計分析軟體 統計分析軟體 公開招標 欣隆 1,400,000 是 教育部 1,400,000

39

T棟13間研究室隔間整修 T棟13間研究室隔間整修 公開招標 本明 1,148,443 否

40

資訊軟體乙批 資訊軟體乙批 公開招標 大塚 1,290,000 是 教育部 1,290,000

41

清除處理G棟固體藥品廢容

器

清除處理G棟固體藥品廢

容器
公開招標 增明 1,290,000 否

42

 L棟3F走廊天花板及西北角

男女廁所整修工程

 L棟3F走廊天花板及西北

角男女廁所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齊軒 1,028,000 否



43

高福系-社區廚房示範教室設

備乙批

高福系-社區廚房示範教室

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緯成 1,190,000 是 教育部 1,190,000

44

研發用天文儀器基座之材料

與零組件加工

研發用天文儀器基座之材

料與零組件加工
限制性招標 致盈 1,000,000 是 教育部 1,000,000

45

風雨球場增建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

風雨球場增建工程第一次

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偉基 1,130,000 否

46

G棟G108水電裝設 G棟G108水電裝設 公開招標 速貝修 1,130,000 否

47

e化網路基礎建設設備 e化網路基礎建設設備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1,080,000 是 教育部 1,080,000

48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公開招標 大綜 1,182,000 否

49

109學年度鷹揚計畫用學生

宣導品

109學年度鷹揚計畫用學生

宣導品
公開招標 瑋辰 1,117,000 否

50

南科育成中心-109年度環境

清潔暨植栽維護

南科育成中心-109年度環

境清潔暨植栽維護
公開招標 雅客 1,020,000 否

51

多功能數位講桌與投影機 多功能數位講桌與投影機 公開招標 實用 1,003,600 是 教育部 1,003,600

52

桌上型電腦乙批 桌上型電腦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010,000 是 教育部 1,010,000

53

文化走廊周邊景觀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文化走廊周邊景觀工程委

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限制性招標 群甡 8.6折 否

54

瓦斯站新建工程 瓦斯站新建工程 限制性招標 大台南瓦斯 1,000,000 否

55

108學年度資訊設備第二次

集中採購案

108學年度資訊設備第二次

集中採購案
公開招標 尚邑 5,017,000 是

科技部

教育部

410,169

4,39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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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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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K棟外牆磁磚及屋瓦整修工程
K棟外牆磁磚及屋瓦整修工

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18,900,000 否

2

N棟外牆整修工程 N棟外牆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16,600,000 否

3

五軸立式加工中心機等乙批 五軸立式加工中心機等乙批 公開招標 亞太菁英 14,035,000 是 經濟部 14,035,000

4

微軟校園軟體授權 微軟校園軟體授權 公開招標 智域 6,865,000 是 教育部 6,865,000

5

建置多元互動教室等設備乙批
建置多元互動教室等設備乙

批
公開招標 岩城 5,390,000 是 教育部 5,390,000

6

個人電腦(含教學系統與投影

機)等一批

個人電腦(含教學系統與投

影機)等一批
公開招標 綜益 4,779,000 是 教育部 4,779,000

7

S棟外牆整修工程 S棟外牆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4,600,000 否

8

109學年度第21次資訊設備集

中採購案

109學年度第2次資訊設備集

中採購案
公開招標 實用 4,275,000 是

科技部

413,511

教育部

3,778,655

9

監視與門禁設備系統及整合 監視與門禁設備系統及整合 公開招標 雋宜 3,930,000 是 教育部 3,930,000

10

雙雷射頭高速雷射切割機 雙雷射頭高速雷射切割機 公開招標 鼎信光電 3,515,000 是 經濟部 3,515,000

11

智慧眼鏡開發套件(含智慧眼

鏡軟體SDK)

智慧眼鏡開發套件(含智慧

眼鏡軟體SDK)
公開招標 佐臻 3,400,000 是 教育部 3,400,000

12

C棟及Z棟屋頂防水工程 C棟及Z棟屋頂防水工程 公開招標 佳興 3,400,000 否

13

文化走廊周邊景觀工程暨E.M

棟周邊景觀工程第一次變更設

計

文化走廊周邊景觀工程暨

E.M棟周邊景觀工程第一次

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 速貝修 3,110,579 否

14

W棟7~8樓數位設計學院院辦

及系辦搬遷室內裝修工程

W棟7~8樓數位設計學院院

辦及系辦搬遷室內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2,935,132 否

15

e化網路基礎建設設備等乙批
e化網路基礎建設設備等乙

批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2,749,000 是 教育部 2,749,000

16

桌上型電腦乙批 桌上型電腦乙批 公開招標 聖凡 2,690,000 是 教育部 2,690,000

17

AI視覺檢測暨自動化搬運產線

系統

AI視覺檢測暨自動化搬運產

線系統
公開招標 岑名 2,595,000 是 教育部 2,595,000

18

B棟2F、3F、4F男女廁所整修

工程

B棟2F、3F、4F男女廁所整

修工程
公開招標 實大 2,350,000 否

19

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2,330,000 是 教育部 2,330,000

20

全景融合系統等設備 全景融合系統等設備 公開招標 喬光 2,310,980 是 教育部 2,310,980

21

第六宿舍公共空間及第五宿舍

整修(改建)工程

第六宿舍公共空間及第五宿

舍整修(改建)工程
公開招標 速貝修 2,303,720 否

南臺科技大學109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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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9學年度資訊設備第3次集中

採購案

109學年度資訊設備第3次集

中採購案
公開招標 聖凡 2,237,625 是

科技部

172,927

教育部

1,396,404

23

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公開招標 實用 2,164,500 是 教育部 2,164,500

24

2021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2021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 2,149,000 否

25

資管系搬遷工程 資管系搬遷工程 公開招標 敦陽 2,140,000 否

26

雷射投影機等設備1批 雷射投影機等設備1批 公開招標 喬光 2,112,000 是 教育部 2,112,000

27

金屬3D列印機周邊設備乙批 金屬3D列印機周邊設備乙批 限制性招標 亞太菁英 2,031,000 是 經濟部 2,031,000

28

電動車動力傳輸與控制系統教

學模組

電動車動力傳輸與控制系統

教學模組
公開招標 宥晉 1,965,000 是 教育部 1,965,000

29

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公開招標 三佑 1,926,000 是 教育部 1,926,000

30

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公開招標 實用 1,865,000 是 教育部 1,865,000

31

XR互動科技體驗館設備 XR互動科技體驗館設備 公開招標 榮益 1,795,000 是 教育部 1,795,000

32

混合實境互動研發設備 混合實境互動研發設備 公開招標 放鐵客 1,780,000 否

33

國企系 S509教室電腦設備採

購

國企系 S509教室電腦設備

採購
公開招標 實用 1,748,000 是 教育部 1,748,000

34

加工中心機配件等一批 加工中心機配件等一批 限制性招標 友嘉 1,730,000 是 教育部 1,730,000

35

語言教室整修與搬遷工程 語言教室整修與搬遷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1,666,000 否

36

南科育成中心-110年駐衛保全

服務費

南科育成中心-110年駐衛保

全服務費
公開招標 太子 1,663,200 否

37

感測元件及模組參數特性分析

儀

感測元件及模組參數特性分

析儀
公開招標 弘準 1,624,000 是 教育部 1,624,000

38

AI高階雲端運算伺服器 AI高階雲端運算伺服器 公開招標 凱穩 1,620,000 是 教育部 1,620,000

39

桌上型電腦乙批 桌上型電腦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606,000 是 教育部 1,606,000

40

單槍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 公開招標 實用 1,600,000 是 教育部 1,600,000

41

工業4.0自動化產線實驗設備

乙批

工業4.0自動化產線實驗設備

乙批
公開招標 悅序 1,520,000 是 教育部 1,520,000

42

110年度新一代設計展展場規

劃設計及施作

110年度新一代設計展展場

規劃設計及施作
限制性招標 京辰 1,490,000 是 教育部 970,000

43

多樂系電腦教室遷移W棟移機

工程

多樂系電腦教室遷移W棟移

機工程
公開招標 三祐 1,420,000 否

44

E棟男女廁所整修工程 E棟男女廁所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實大 1,380,173 否



45

工管系系館搬遷工程 工管系系館搬遷工程 公開招標 實用 1,375,000 否

46

數位舞台監聽音響設備組乙批
數位舞台監聽音響設備組乙

批
公開招標 雅拿 1,330,000 是 教育部 1,330,000

47

全自動萬能蒸烤箱等乙批 全自動萬能蒸烤箱等乙批 公開招標 聯成 1,270,000 是 教育部 1,270,000

48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公開招標 大綜 1,182,000 否

49

南科育成中心-R棟走廊地板翻

新工程

南科育成中心-R棟走廊地板

翻新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1,146,000 否

50

電化學分析儀 電化學分析儀 公開招標 台灣美創 1,133,000 是 教育部 1,133,000

51

餐旅專業教室地板及牆面修繕

工程

餐旅專業教室地板及牆面修

繕工程
公開招標 本明 1,120,000 否

52

虛擬工廠建置系統 虛擬工廠建置系統 公開招標 薪威 1,120,000 是 教育部 1,120,000

53

Mastercam 3D CAD/CAM軟體
Mastercam 3D CAD/CAM軟

體
限制性招標 眾宇 1,100,000 是 經濟部 1,100,000

54

資傳系電腦教室遷移 資傳系電腦教室遷移 公開招標 實用 1,040,000 否

55

L004~L006推廣教育教室裝修

與搬遷建置工程

L004~L006推廣教育教室裝

修與搬遷建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1,029,000 否

56

視傳系電腦專業教室搬遷工程
視傳系電腦專業教室搬遷工

程
公開招標 綜益 1,018,000 否

57

螢光光譜儀 螢光光譜儀 公開招標 益弘 1,010,000 是 教育部 1,010,000

58

H2棟改建為學生宿舍整修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H2棟改建為學生宿舍整修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限制性招標 楊士正 92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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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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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111~112年度垃圾清運 111~112年度垃圾清運 限制性招標 達和 9,600,000 否

2

廁所整修工程 廁所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佳興 5,853,661 否

3

智慧製造產線設備乙批 智慧製造產線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岑名 5,230,000 是 教育部 5,230,000

4

不斷電系統等設備乙批 不斷電系統等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4,180,000 是 教育部 4,180,000

5

5G核心網路&5G無線接

取網路設備等乙批

5G核心網路&5G無線接取

網路設備等乙批
公開招標 辰隆 3,255,000 是 教育部 3,255,000

6

大型儲存設備乙批 大型儲存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2,900,000 是 教育部 2,900,000

7

工作站乙批 工作站乙批 公開招標 擎昊 2,800,000 是 教育部 2,800,000

8

校史館裝修工程 校史館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 本明 2,701,372 否

9

VR虛擬實境語言學習教

室等設備乙批

VR虛擬實境語言學習教室

等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定易 2,666,600 是 教育部 2,666,600

10

M棟2樓教室設備搬遷及P

棟4樓專業教室建置工程

M棟2樓教室設備搬遷及P

棟4樓專業教室建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2,660,000 否

11

機車底盤動力計 機車底盤動力計 公開招標 加值國際 2,495,000 是 教育部 2,495,000

12

分離式冷氣暨校園機電監

控設備乙批

分離式冷氣暨校園機電監

控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巨宇 2,413,000 是 教育部 2,413,000

13

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公開招標 敦陽 2,379,920 是 教育部 2,379,920

14

移動式機器手臂系統等乙

批

移動式機器手臂系統等乙

批
公開招標 物聯雲 2,356,500 是 教育部 2,356,500

15

經昌手臂自動化產線 經昌手臂自動化產線 限制性招標 巨曜 2,300,000 否

16

2022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2022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公開招標 德昇 2,178,000 否

17

電腦主機乙批 電腦主機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2,024,750 是 教育部 2,024,750

18

實驗型自動殺菌釜乙套 實驗型自動殺菌釜乙套 公開招標 金瑛發 2,003,500 是 教育部 2,003,500

19

Adobe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Adobe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公開招標 大塚 2,000,000 是 教育部 2,000,000

20

電腦主機乙批 電腦主機乙批 公開招標 綜益 1,994,590 是 教育部 1,994,590

22

電腦主機等乙批 電腦主機等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938,500 是 教育部 1,938,500

23

儲存設備乙批 儲存設備乙批 公開招標 網達先進 1,900,000 是 教育部 1,900,000

南臺科技大學109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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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10學年度第2次資訊設備

集中採購案

110學年度第2次資訊設備

集中採購案
公開招標 尚邑 1,821,000 是

科技部

教育部

   359,699

1,248,313

25

分離式冷氣暨校園機電監

控設備等乙批

分離式冷氣暨校園機電監

控設備等乙批
公開招標 巨宇 1,780,000 是 教育部 1,780,000

26

111年度一般教室互動環

境整建

111年度一般教室互動環

境整建
公開招標 岩城 1,780,000 是 教育部 1,780,000

27

語言教學主控機等設備乙

批

語言教學主控機等設備乙

批
公開招標 雋宜 1,770,000 是 教育部 1,770,000

28

智慧物聯網開發教學系統

套件乙批

智慧物聯網開發教學系統

套件乙批
公開招標 華亨 1,736,000 是 教育部 1,736,000

29

南科育成中心-110年駐衛

保全服務

南科育成中心-110年駐衛

保全服務
公開招標 龍邦 1,650,000 否

30

數位講桌及投影機乙批 數位講桌及投影機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625,000 是 教育部 1,625,000

31

I102裝修工程 I102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 1,547,700 否

32

系統還原卡乙批 系統還原卡乙批 公開招標 實用 1,488,480 是 教育部 1,488,480

33

5G企業專網CDU伺服器

一台

5G企業專網CDU伺服器一

台
公開招標 辰隆 1,405,000 是 教育部 1,405,000

34

AI辨識儀兼取樣儀 AI辨識儀兼取樣儀 限制性招標 悅序 1,228,000 否

35

雷射成型處理器等設備乙

批

雷射成型處理器等設備乙

批
公開招標 智觀 1,210,000 是 教育部 1,210,000

36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全校電腦維護合約 公開招標 大綜 1,182,000 否

37

5G企業專網服務設備租

賃等乙批

5G企業專網服務設備租賃

等乙批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 1,168,875 是 教育部 1,168,875

38

桌上型電腦乙批 桌上型電腦乙批 公開招標 三佑 1,150,000 是 教育部 1,150,000

39

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系統 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系統 公開招標 智果 1,068,000 是 教育部 1,068,000

40

燈光旗板架組等乙批 燈光旗板架組等乙批 公開招標 帝易明 1,059,000 是 教育部 1,059,000

41

111年度3-12月南科育成

中心環境清潔維護費

111年度3-12月南科育成中

心環境清潔維護費
公開招標 創新 1,050,000 否

42

自動壓粉模組一組 自動壓粉模組一組 公開招標 濠瀅 1,030,000 是 教育部 1,030,000

43

統計分析軟體 統計分析軟體 公開招標 欣隆 1,025,000 是 教育部 1,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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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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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