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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總圖書館冷卻水塔週邊相
關設施整修

總圖書館冷卻水塔週邊相
關設施整修

公開招標 樺泰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3,590,000 否

2
100噸油壓萬能材料試驗
機壹台

100噸油壓萬能材料試驗
機壹台

公開招標 駿諺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390,000 否

3
國際人才延攬媒合服務案
壹式

國際人才延攬媒合服務案
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Morgan	Philips	Hong
Kong	Limited

2,511,750 否

4
光復校區操場司令台電力
增設工程

光復校區操場司令台電力
增設工程

公開招標 丞宏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534,205 否

5 熱傳導係數測量儀壹組 熱傳導係數測量儀壹組 公開招標
先馳精密儀器股份有限
公司

2,490,000 否

6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設備壹批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8,980,000 否

7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2,445,000 否

8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 2,445,000 否

9
全自動高效奈米碳材特性
分析系統壹組

全自動高效奈米碳材特性
分析系統壹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安東帕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10
圖書館漏水整修工程(第
一期)

圖書館漏水整修工程(第
一期)

公開招標 華光營造有限公司 2,850,000 否

11
交換機計費系統、交換機
系統及回撥系統保養維護
(110年度)

交換機計費系統、交換機
系統及回撥系統保養維護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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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0 否

12
落地型大容量超高速離心
系統壹套

落地型大容量超高速離心
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美商貝克曼庫爾特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1,610,000 否

13
電生理正立螢光顯微鏡壹
組

電生理正立螢光顯微鏡壹
組

公開招標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1,128,000 否

14 遠距教學資訊設備壹批 遠距教學資訊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9,700,000 否

15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149,000 否

16 組織片掃描系統壹組 組織片掃描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博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80,000 否

17
國立成功大學社群媒體維
運行銷計畫壹式

國立成功大學社群媒體維
運行銷計畫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4,298,000 否

18 微電腦斷層掃描系統壹組 微電腦斷層掃描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Bruker	BioSpin	MRI
GmbH

12,350,000 否

國立成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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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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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微陣列晶片掃描儀壹台 微陣列晶片掃描儀壹台 公開招標 瀚生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1,058,000 否

20
任意波型產生器及網路分
析儀壹批

任意波型產生器及網路分
析儀壹批

公開招標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4,432,500 是 科技部 1,347,884

21 CNC三次元量測設備壹台 CNC三次元量測設備壹台 公開招標
Carl	Zeiss	Industrielle
Messtechnik	GmbH

2,494,602 否

22
光復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
第一次變更設計

光復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
第一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福入實業有限公司 1,070,000 否

23 超微量天平及防震桌壹組 超微量天平及防震桌壹組 公開招標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40,000 否

24
成功大學COVID-19中英
文專書壹式

成功大學COVID-19中英
文專書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938,000 否

25
真空氣氛控制手套箱系統
壹批

真空氣氛控制手套箱系統
壹批

公開招標 育亨科技有限公司 2,497,000 否

26
Adobe	Creative	Cloud軟體
壹批

Adobe	Creative	Cloud軟體
壹批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655,000 是 科技部 82,950

27 多參水質自動監測儀壹式 多參水質自動監測儀壹式 公開招標 慧技科學有限公司 1,458,000 否

28 先進數位推廣平台壹式 先進數位推廣平台壹式 公開招標 鈊保資訊有限公司 1,800,000 否

29
自強校區風雨球場第一期
新建工程

自強校區風雨球場第一期
新建工程

公開招標 暘佶營造有限公司 25,880,000 否

30
酶連鎖反應器、冷凍櫃及
生物安全櫃壹批

酶連鎖反應器、冷凍櫃及
生物安全櫃壹批

公開招標 三美玻璃儀器行(獨資) 1,150,000 否

31 影像資料管理系統壹式 影像資料管理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耀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38,000 是 科技部 2,200,000

32
建置實驗動物研究中心恆
溫恆濕可控壓差全換氣空
調系統第二期工程

建置實驗動物研究中心恆
溫恆濕可控壓差全換氣空
調系統第二期工程

公開招標 友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838,361 否

33
電業對充電運營商管理運
作之OSCP訊息規範暨電
力負載管理優化系統壹式

電業對充電運營商管理運
作之OSCP訊息規範暨電
力負載管理優化系統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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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5,000 否

34 雙脈衝綠光雷射壹套 雙脈衝綠光雷射壹套 公開招標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90,000 是 科技部 1,400,000

35
主視覺與文宣設計及規劃
壹式

主視覺與文宣設計及規劃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上寰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2,678,000 否

36
飲用水水質採樣及檢測分
析壹式

飲用水水質採樣及檢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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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000 否

37
109學年度踏溯台南課程
戶外踏查遊覽車租賃壹式

109學年度踏溯台南課程
戶外踏查遊覽車租賃壹式

公開招標 宏駿通運有限公司 1,034,000 否

38
109學年度團體外籍學生
健康保險預估350人

109學年度團體外籍學生
健康保險預估350人

公開招標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2,037,000 否



第 3 頁，共 16 頁

39
奈米力學和奈米磨潤性質
測試系統壹組

奈米力學和奈米磨潤性質
測試系統壹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Bruker	Singapore	Pte	Ltd 8,566,600 是 科技部 4,675,169

40 網路儲存設備硬碟壹批 網路儲存設備硬碟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978,000 否

41
學生活動中心後廣場地坪
更新改善工程

學生活動中心後廣場地坪
更新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華光營造有限公司 1,280,000 否

42
軟包電池示範生產線設備
壹批

軟包電池示範生產線設備
壹批

公開招標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150,000 是 科技部 1,297,490

43

《少數說話:台灣原住民
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
(上、下)日文版翻譯出版
印刷壹批

《少數說話:台灣原住民
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
(上、下)日文版翻譯出版
印刷壹批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草風館出版社 2,358,000 否

44 實驗室用氦氣壹批 實驗室用氦氣壹批 公開招標
大于氣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2,217,600 否

45
開刀房視訊教學影音傳輸
系統壹式

開刀房視訊教學影音傳輸
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懇儀股份有限公司 5,480,000 否

46

歷史建築原臺灣省立成功
大學總圖書館立面修復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
服務

歷史建築原臺灣省立成功
大學總圖書館立面修復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
服務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530,000 否

47 新園景觀整理工程 新園景觀整理工程 公開招標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 1,651,196 否

48
2020年大學社會實踐線上
博覽會壹式

2020年大學社會實踐線上
博覽會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9,200,000 否

49
高速紅外線攝影機(含定
位軟體)壹組

高速紅外線攝影機(含定
位軟體)壹組

公開招標 百方儀器有限公司 1,780,000 否

50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週
邊設備及系統整合採購案
壹式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週
邊設備及系統整合採購案
壹式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17,680,000 否

51
護理學系創意教室教學設
備壹批

護理學系創意教室教學設
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2,260,000 否

52
資源回收廠		既設公共危
險物品場所位置、構造及
設備改善

資源回收廠		既設公共危
險物品場所位置、構造及
設備改善

公開招標 銪盛科技有限公司 11,200,000 否

53
管理學院3樓院辦公室及
會議室整修工程

管理學院3樓院辦公室及
會議室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甲暐營造有限公司 1,780,000 否

54
護理學系一樓教室整修工
程

護理學系一樓教室整修工
程

公開招標
耀聯室內裝修實業有限
公司

1,160,000 否

55
Taylor	&	Francis電子期
刊乙批，計63種

Taylor	&	Francis電子期
刊乙批，計63種

公開招標
飛資得知識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

3,212,728 否

56 醫療人工智慧軟體壹式 醫療人工智慧軟體壹式 公開招標 奧?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00,000 否

57
AccessMedicine等醫學資
料庫，計3種

AccessMedicine等醫學資
料庫，計3種

公開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637,070 否

58
高通量螢光顯微藥物開發
系統升級水鏡系統壹式

高通量螢光顯微藥物開發
系統升級水鏡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446,000 否



第 4 頁，共 16 頁

59
醫學影像處理暨3D模型
設計軟體系統套裝壹組

醫學影像處理暨3D模型
設計軟體系統套裝壹組

公開招標 巧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60
小鼠通氣式隔離飼育盒組
壹批

小鼠通氣式隔離飼育盒組
壹批

公開招標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966,700 否

61 防火牆資安防護設備壹式 防火牆資安防護設備壹式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300,000 否

62
EBSCOhost電子資料庫，
5種

EBSCOhost電子資料庫，
5種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26,789 否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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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00 否

64
舊總圖書館前棟大樓物業
管理工作壹式

109-02-153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信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份有限公司

3,798,000 否

65
大新園新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大新園新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張瑪龍陳玉霖建築師事
務所

2,900,000 否

66
共軛焦螢光光譜顯微鏡系
統壹組

共軛焦螢光光譜顯微鏡系
統壹組

公開招標 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50,000 是 科技部 5,485,000

67
110年度停車場管顧勞務
工作壹式

110年度停車場管顧勞務
工作壹式

公開招標
嘉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有限公司

3,676,680 否

68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設備擴充壹批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設備擴充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5,430,000 否

69
2021年Arts	of	Asia等西
文期刊乙批，計82筆

2021年Arts	of	Asia等西
文期刊乙批，計82筆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85,000 否

70
AIAA	Journal等電子期刊
乙批，計120筆

AIAA	Journal等電子期刊
乙批，計120筆

公開招標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2,856,000 否

71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
新建建築工程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
新建建築工程

公開招標 猛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77,200,000 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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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000 否

73
IOP	&	Oxford	&	RSC電子
期刊乙批，計53種

IOP	&	Oxford	&	RSC電子
期刊乙批，計53種

公開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650,565 否

74
OSA	&	Sage電子期刊乙
批，計45種

OSA	&	Sage電子期刊乙
批，計45種

公開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852,358 否

75
110	、111年度建築物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工作
壹式

110	、111年度建築物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工作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台兆消防有限公司 2,546,000 否

76
牙醫系暨口醫所多功能技
能教室建置工程

牙醫系暨口醫所多功能技
能教室建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2,325,000 否

77
小動物行為軌跡追蹤分析
系統與滾輪測試儀壹式

小動物行為軌跡追蹤分析
系統與滾輪測試儀壹式

公開招標 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78 極致效能液相層析儀壹組 極致效能液相層析儀壹組 公開招標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25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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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拉曼光譜儀壹組 拉曼光譜儀壹組 公開招標 佰驟智能有限公司 2,650,000 否

80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地
震警報警示系統及周邊設
備、系統整合採購案壹式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地
震警報警示系統及周邊設
備、系統整合採購案壹式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81
雲平大樓電梯維護保養
(110~111年度)

雲平大樓電梯維護保養
(110~111年度)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分公司

7,486,000 否

82
光復二舍等電梯維護保養
(110~111年度)

光復二舍等電梯維護保養
(110~111年度)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6,958,000 否

83
校區空調系統設備整年份
條件全責式定期維護保養
(110年)

校區空調系統設備整年份
條件全責式定期維護保養
(110年)

公開招標 勝昌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3,580,000 否

84
醫學院、修齊大樓、航太
中心、圖書館電梯維護保
養（110~111年度）

醫學院、修齊大樓、航太
中心、圖書館電梯維護保
養（110~111年度）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分公司

3,786,000 否

85
化工電機系館、航太中心
等電梯維護保養(110~111
年度)

化工電機系館、航太中心
等電梯維護保養(110~111
年度)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台灣奧的斯電梯股份有
限公司

1,940,000 否

86
敬一舍、機械系、台達大
樓電梯維護保養(110~111
年度)

敬一舍、機械系、台達大
樓電梯維護保養(110~111
年度)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60,000 否

87
QS	World	Uinversity
Rankings	Advisory	短期
諮詢服務壹式

QS	World	Uinversity
Rankings	Advisory	短期
諮詢服務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1,451,500 否

88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後續擴
充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
活紐帶學苑—宿舍公共空
間改造工程(第一期)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後續擴
充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1,198,000 否

89 驚懼行為實驗系統壹套 驚懼行為實驗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志德國際有限公司 1,258,000 否

90
小鼠獨立通氣式正負壓隔
離飼育系統壹批

小鼠獨立通氣式正負壓隔
離飼育系統壹批

公開招標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58,000 否

91
超導量子干涉儀專用之氦
三製冷機壹組

超導量子干涉儀專用之氦
三製冷機壹組

公開招標 康達儀器有限公司 5,720,000 否

92
OVID	LWW套裝電子期
刊全文資料庫

OVID	LWW套裝電子期
刊全文資料庫

公開招標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4,133,000 否

93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等西文電
子期刊乙批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等西文電
子期刊乙批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922,000 否

94
核磁共振儀400	MHz及
300	MHz移機並重新安裝
及測試壹式

核磁共振儀400	MHz及
300	MHz移機並重新安裝
及測試壹式

公開招標 磊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80,000 否

95
無線網路基地台及網管型
交換器壹批

無線網路基地台及網管型
交換器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430,000 否

96
109年Agilent農藥殘留分
析儀器耗材壹批

109年Agilent農藥殘留分
析儀器耗材壹批

公開招標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50,000 否

97
人工智慧輔助擴增實際設
計編輯平台系統壹式

人工智慧輔助擴增實際設
計編輯平台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98
單點自主地面定位系統壹
批

單點自主地面定位系統壹
批

公開招標 鈞創有限公司 6,0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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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教學用影音設備壹批 教學用影音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倍佳資訊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100
真空氣氛控制手套箱系統
壹批

真空氣氛控制手套箱系統
壹批

公開招標 育亨科技有限公司 7,580,000 是 科技部 8,000,000

101 多媒體器材壹批 多媒體器材壹批 公開招標 新智實業有限公司 1,533,000 否

102
UpToDate	Anywhere資料
庫，計1種

UpToDate	Anywhere資料
庫，計1種

公開招標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2,354,881 否

103
CUP劍橋大學電子期刊
Full	Package，計1種

CUP劍橋大學電子期刊
Full	Package，計1種

公開招標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018,000 否

104
跨語言溝通情境及語言視
聽學習室建置工程

跨語言溝通情境及語言視
聽學習室建置工程

公開招標 煒漾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590,000 否

105
勝利校區運動智慧科技產
業創新空間興(整)建工程
第一次變更設計

勝利校區運動智慧科技產
業創新空間興(整)建工程
第一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4,438,000 否

106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修復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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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860,000 否

107
109年圖書館清潔勞務工
作壹式

109年圖書館清潔勞務工
作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和春環保有限公司 8,645,000 否

108
單縱模高能摻釹釔鋁石榴
石脈衝雷射壹套

單縱模高能摻釹釔鋁石榴
石脈衝雷射壹套

公開招標 Lumibird	S.	A. 1,718,000 是 科技部 1,805,731

109
鹿林山天文台架設五十公
分口徑望遠鏡壹式

鹿林山天文台架設五十公
分口徑望遠鏡壹式

公開招標 書豪企業有限公司 3,698,000 是 科技部 3,800,000

110
110年度全校校區清潔勞
務工作壹式

110年度全校校區清潔勞
務工作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東方正揚有限公司 19,780,000 否

111
學生宿舍防疫型人體溫度
檢測型熱顯像儀設備壹批

學生宿舍防疫型人體溫度
檢測型熱顯像儀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佳皇展業有限公司 1,892,000 否

112
AJNR等西文電子期刊乙
批

AJNR等西文電子期刊乙
批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685,000 否

113
ClinicalKey等醫學資料庫
，計2種

ClinicalKey等醫學資料庫
，計2種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750,391 否

114
跨尺度材料模擬與計算材
料資料庫整合平台壹式

跨尺度材料模擬與計算材
料資料庫整合平台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創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938,000 否

115 手套箱壹組 手套箱壹組 公開招標 育亨科技有限公司 1,348,000 是 科技部 620,000

116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式 剖面式潮波流儀貳式 公開招標 詮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78,000 否

117

非營利幼兒園新建園舍-
教室家具、電器、遊具、
防護用品設備及雜項採購
壹批

非營利幼兒園新建園舍-
教室家具、電器、遊具、
防護用品設備及雜項採購
壹批

公開招標
新愛迪生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4,180,000 否

118
小鼠通氣式隔離飼育盒組
壹批

小鼠通氣式隔離飼育盒組
壹批

公開招標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311,85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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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5尺雙面鼠籠更換操作台,
生物安全櫃等壹批

5尺雙面鼠籠更換操作台,
生物安全櫃等壹批

公開招標 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4,980,000 否

120
理學教學大樓物理系部分
空間整修工程

理學教學大樓物理系部分
空間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岩城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3,062,478 否

121 航太系教室整修工程 航太系教室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昇慶土木包工業(獨資) 1,518,000 否

122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
新建水電空調工程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
新建水電空調工程

公開招標 穗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84,565 否

123 三維動作分析系統壹式 三維動作分析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寰宇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2,998,000 否

124
勝三舍整修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

勝三舍整修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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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500 否

126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活動系
列規劃及專案管理壹式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活動系
列規劃及專案管理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宇股份有限公司 2,046,000 否

127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資訊服務系統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資訊服務系統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翔聆資訊有限公司 3,973,000 否

128
校務資訊系統資料庫授權
升級方案壹式

校務資訊系統資料庫授權
升級方案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逸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00,000 否

129
國際認證動物資訊管理電
子化系統壹式

國際認證動物資訊管理電
子化系統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長城數位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130
MATLAB	全校授權軟體
壹式

MATLAB	全校授權軟體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89,000 否

131
全大運無線網路基地台壹
批

全大運無線網路基地台壹
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970,000 否

132
深紅與近紅外光顯微拉曼
光學系統壹組

深紅與近紅外光顯微拉曼
光學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立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579,000 是 科技部 1,720,000

133
肺癌與胰臟癌免疫擬人鼠
之投藥與採樣研發試驗壹
式

肺癌與胰臟癌免疫擬人鼠
之投藥與採樣研發試驗壹
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1,480,000 否

134
全校電力設備檢驗維護保
養（110-111年度）

全校電力設備檢驗維護保
養（110-111年度）

公開招標
?揚電機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3,150,000 否

135
110年度海陸域地下水水
質及底泥/土壤檢測壹式

110年度海陸域地下水水
質及底泥/土壤檢測壹式

公開招標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977,600 否

136
110全大運活動委託專業
服務壹式

110全大運活動委託專業
服務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
公司

22,000,000 否

137 液相層析儀壹套 液相層析儀壹套 公開招標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8,000 是 科技部 1,853,000

138

110年度實驗廢液、固體
可燃廢棄物、廢棄化學藥
品、毐性化學物質清運壹
式

110年度實驗廢液、固體
可燃廢棄物、廢棄化學藥
品、毐性化學物質清運壹
式

公開招標
南科環境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1,874,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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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109年第三期Pure智慧型
研究資訊管理系統暨專家
人才網站壹式

109年第三期Pure智慧型
研究資訊管理系統暨專家
人才網站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Elsevier	B.V 3,924,511 否

140
CFD軟體:Simcenter
STAR-CCM+壹式

CFD軟體:Simcenter
STAR-CCM+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愛發股份有限公司 5,087,131 否

141
工設系5259及5260創新教
室空間整修工程

工設系5259及5260創新教
室空間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富程營造有限公司 2,438,115 否

142
成功校區資訊工程系涼亭
新建工程

成功校區資訊工程系涼亭
新建工程

公開招標 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否

143
2021年成大專書及多媒體
影片攝製壹式

2021年成大專書及多媒體
影片攝製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5,880,000 否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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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000 否

145 110年度實驗室藥品壹批 110年度實驗室藥品壹批 公開招標 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9,000 否

146
110年度醫學院及生科學
院固體可燃廢棄物處理及
清運

110年度醫學院及生科學
院固體可燃廢棄物處理及
清運

公開招標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33,000 否

147 電熱式自動電熔融爐壹套 電熱式自動電熔融爐壹套 公開招標
台灣思百吉股份有限公
司

1,650,000 是 科技部 2,255,000

148

教育部USR推動中心計畫
管理系統及109年度成果
報告上傳與書面審查系統
建置壹式

教育部USR推動中心計畫
管理系統及109年度成果
報告上傳與書面審查系統
建置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派趣行動整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798,000 否

149
管理學院地下一樓EMBA
辦公室空間規劃整修工程

管理學院地下一樓EMBA
辦公室空間規劃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閤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169,430 否

150 2021年西文期刊壹批 2021年西文期刊壹批 公開招標 華陽文化有限公司 2,256,500 是 科技部 1,866,879

151
液化石油氣預估80000公
斤

液化石油氣預估80000公
斤

公開招標
三燕兄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1,364,800 否

152 化學品壹批 化學品壹批 公開招標 上仁化工有限公司 7,380,000 否

153
勝利校區室外教學游泳池
設施改善第一次變更設計

勝利校區室外教學游泳池
設施改善第一次變更設計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甲頂營造有限公司 5,350,000 否

154
110年度門禁委託勞務工
作壹式

110年度門禁委託勞務工
作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龍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17,660,000 否

155
光復操場與自強運動場草
坪修整壹式

光復操場與自強運動場草
坪修整壹式

公開招標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1,598,000 否

156
弱勢學童課輔計畫之課輔
教材及教具壹式

弱勢學童課輔計畫之課輔
教材及教具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新北市慈惠庇護工場 1,094,744 否

157
光復運動場照明設備及周
邊環境改善工程

光復運動場照明設備及周
邊環境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福入實業有限公司 7,200,000 否

158 訊號產生器貳台 訊號產生器貳台 公開招標
台灣羅德史瓦茲有限公
司

1,400,000 是 科技部 1,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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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光復校區司令台廁所及屋
頂防水整修工程

光復校區司令台廁所及屋
頂防水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 昇慶土木包工業(獨資) 4,350,000 否

160
實驗室玻璃器皿及一般性
耗材壹批

實驗室玻璃器皿及一般性
耗材壹批

公開招標
新芳良化工原料儀器有
限公司

1,020,000 否

161 超快光纖雷射壹台 超快光纖雷射壹台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CALMAR	Laser 1,557,152 是 科技部 601,539

162
精密碳化矽離心系統套件
製作壹式

精密碳化矽離心系統套件
製作壹式

公開招標
富鑫奈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38,000 否

163 信號產生器及其配件壹組 信號產生器及其配件壹組 公開招標
台灣羅德史瓦茲有限公
司

1,410,000 是 科技部 1,700,000

164
高真空電子束蒸鍍系統壹
式

高真空電子束蒸鍍系統壹
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Focus	GmbH 1,244,800 否

165
LED顯微曝光製程系統壹
套

LED顯微曝光製程系統壹
套

公開招標 景鴻科技有限公司 1,228,000 是 科技部 1,300,000

166 手術燈及錄播系統壹式 手術燈及錄播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1,880,000 否

167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競賽器材租賃、購置、
搬運及佈置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競賽器材租賃、購置、
搬運及佈置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英碩國際運動用品有限
公司

14,780,000 否

168 超輕量型機器人手臂壹套 超輕量型機器人手臂壹套 公開招標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1,290,000 否

169
全自動蛋白質層析色譜系
統壹式

全自動蛋白質層析色譜系
統壹式

公開招標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994,800 是 科技部 392,800

170
拖航水槽性能提升先期高
壓電纜遷移工程

拖航水槽性能提升先期高
壓電纜遷移工程

公開招標 福田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2,740,000 否

171
科技教育成果出版暨發表
會壹式

科技教育成果出版暨發表
會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3,725,000 否

172
大雲平計畫(第一階段工
程)

大雲平計畫(第一階段工
程)

公開招標
岩城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2,117,151 否

173 110年全大運服裝壹式 110年全大運服裝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銳鎷股份有限公司 7,680,000 否

174 環保液壓油耗材壹批 環保液壓油耗材壹批 公開招標 吾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375,000 否

175
NCKU國際品牌識別系統
設計案

NCKU國際品牌識別系統
設計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True	North
Communications	Ltd

2,816,777 否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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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精誠軟體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1,180,000 否

177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體維
護壹式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體維
護壹式

公開招標
群輝商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300,000 否

178 建模伺服器壹組 建模伺服器壹組 公開招標 佳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50,000 是 科技部 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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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租賃、布置
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租賃、布置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圓成有限公司 4,598,000 否

180
110年土木施作及材料壹
式

110年土木施作及材料壹
式

公開招標
泰益土木包工業有限公
司

1,649,625 否

181
110年度實驗動物健康委
外檢測壹式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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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000 否

182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498,000 否

183
110年度大陸學位生團體
保險預估250人

110年度大陸學位生團體
保險預估250人

公開招標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1,455,000 否

184
手持式多參數水質監測儀
壹式

手持式多參數水質監測儀
壹式

公開招標 慧技科學有限公司 1,188,000 否

185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活紐
帶學苑—宿舍公共空間改
造工程(第一期)委託監造
技術服務

成大光復宿舍群：生活紐
帶學苑—宿舍公共空間改
造工程(第一期)委託監造
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聯合打開建築師事務所 1,246,000 否

186
中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
水監測調查相關作業壹式

中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
水監測調查相關作業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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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000 否

187
北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
水監測調查相關作業壹式

北區各工業區土壤及地下
水監測調查相關作業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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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000 否

188
BCS模組式電池多頻道充
放電設備含交流阻抗壹式

BCS模組式電池多頻道充
放電設備含交流阻抗壹式

公開招標 北極光科技有限公司 1,049,000 否

189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
(光復校區周邊及中正堂
周邊、校區安全求救亭
等)設備及系統整合採購
案壹式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
(光復校區周邊及中正堂
周邊、校區安全求救亭
等)設備及系統整合採購
案壹式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7,560,000 否

190
土壤及地下水補充調查及
污染阻隔因應措施壹式

土壤及地下水補充調查及
污染阻隔因應措施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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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000 否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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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445,000 否

192
110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採
樣檢測與補充調查作業壹
式

110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採
樣檢測與補充調查作業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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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000 否

193
遠距學習管理平台租賃服
務案壹式

遠距學習管理平台租賃服
務案壹式

公開招標 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0 否

194
84吋多點觸控虛擬解剖桌
壹台

84吋多點觸控虛擬解剖桌
壹台

公開招標 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60,000 否

195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及處
理作業壹式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及處
理作業壹式

公開招標
青新環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7,320,000 否

196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資訊設備擴充
壹批

全國公立高中職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資訊設備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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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0,000 否

197
雲平大樓西棟八樓策略辦
公室裝修工程

雲平大樓西棟八樓策略辦
公室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
<page>3</page><code>
3D2B</code>走路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

2,171,272 否

198
大雲平計畫(第二階段工
程)

大雲平計畫(第二階段工
程)

公開招標
岩城國際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5,351,72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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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流動廁所租
賃、環境整潔及垃圾清運
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流動廁所租
賃、環境整潔及垃圾清運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毅潔環保有限公司 1,452,000 否

200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修復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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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000 否

201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
究大樓新建水電空調工程
第二次變更設計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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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00 否

202
行政及教學大樓頂樓安全
緊急通報系統等壹式

行政及教學大樓頂樓安全
緊急通報系統等壹式

公開招標 彥鈞科技有限公司 1,288,000 否

203
數位門禁管制、自動門及
監視錄影設備等採購壹式

數位門禁管制、自動門及
監視錄影設備等採購壹式

公開招標 彥鈞科技有限公司 2,978,000 否

204
自強校區風雨球場第一期
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

自強校區風雨球場第一期
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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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暘佶營造有限公司 1,561,492 否

205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大會便當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大會便當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卡多利亞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2,928,000 否

206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大會便當壹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大會便當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2,928,000 否

207
客製化多埠微型半導體電
性量測系統壹套

客製化多埠微型半導體電
性量測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智果整合有限公司 2,050,000 是 科技部 2,100,000

208
110年度轎式客車及廂式
客貨兩用車租賃壹式

110年度轎式客車及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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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000 否

209
市定古蹟原臺南高等工業
學校本館(博物館)修復工
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

市定古蹟原臺南高等工業
學校本館(博物館)修復工
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劉金昌建築師事務所 2,430,000 否

210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接駁暨交通維持服務壹
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接駁暨交通維持服務壹
式

公開招標 龍族通運有限公司 1,875,580 否

211
110年度臺南市透地雷達
檢測壹式

110年度臺南市透地雷達
檢測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中山大學 1,497,000 否

212
深層垂向變位機制評析壹
式

深層垂向變位機制評析壹
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中央大學 1,348,000 否

213
110年度臺南市海岸大斷
面測量壹式

110年度臺南市海岸大斷
面測量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298,000 否

214 海岸水深地形測量壹式 海岸水深地形測量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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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000 否

215
市定古蹟原臺南高等工業
學校本館(博物館)廁所、
電梯增設及樓板補強工程

市定古蹟原臺南高等工業
學校本館(博物館)廁所、
電梯增設及樓板補強工程

公開招標 立棟營造有限公司 9,130,000 是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3,960,000

216 多通道電化學分析儀壹套 多通道電化學分析儀壹套 公開招標 台灣美創股份有限公司 1,448,000 是 科技部 1,750,000

217 高速車床壹批(代辦) 高速車床壹批(代辦) 公開招標 恩成機械有限公司 1,168,000 否

218
CNC細孔放電加工機設備
壹台(代辦)

CNC細孔放電加工機設備
壹台(代辦)

公開招標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8,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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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電子束微影鄰近效應校正
軟體壹套

電子束微影鄰近效應校正
軟體壹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GenISys	GmbH 3,401,000 否

220
110年度全校消防設備及
維護工作壹式

110年度全校消防設備及
維護工作壹式

公開招標 永鴻消防器材行 1,384,150 否

221
拖航水槽性能提升-先期
植栽移植工程

拖航水槽性能提升-先期
植栽移植工程

公開招標 樹景園藝 1,840,293 否

222 成功大學人才白皮書壹式 成功大學人才白皮書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988,000 否

223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1種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1種

公開招標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3,015,000 是
台灣綜合大學
系統

224
電機資訊學院智能化教學
空間壹式

電機資訊學院智能化教學
空間壹式

公開招標
維嘉全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919,250 否

225 五軸加工軟體壹套(代辦) 五軸加工軟體壹套(代辦) 公開招標 愛發股份有限公司 2,538,000 否

226
Adobe	Connect遠距同步
系統教育版壹式

Adobe	Connect遠距同步
系統教育版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30,000 否

227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租賃、布置
壹式採購壹式-第一次契
約變更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各競賽場地租賃、布置
壹式採購壹式-第一次契
約變更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圓成有限公司 1,398,000 否

228 醫學中心頂樓防水工程 醫學中心頂樓防水工程 公開招標 金昌隆營造有限公司 10,941,192 否

229
宣導型網站整合入口服務
與系統資料轉移壹式

宣導型網站整合入口服務
與系統資料轉移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1,978,000 否

230
河川環境樣本濃度分析及
數據解析壹式

河川環境樣本濃度分析及
數據解析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99,000 否

231
微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儀
壹台

微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儀
壹台

公開招標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4,700,000 否

232
90週年校慶學術發展系列
論壇活動企劃執行暨紀錄
壹式

90週年校慶學術發展系列
論壇活動企劃執行暨紀錄
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3,528,000 否

233
CNC三軸光纖雷射金屬板
材切割機壹台(代辦)

CNC三軸光纖雷射金屬板
材切割機壹台(代辦)

公開招標 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7,420,000 否

234
車銑複合加工機五台(代
辦)

車銑複合加工機五台(代
辦)

公開招標 複上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9,800,000 否

235
成杏廳高亮度雷射投影機
壹台

成杏廳高亮度雷射投影機
壹台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1,558,000 否

236
CNC五軸加工機(AC軸五
軸同動)設備壹台(代辦)

CNC五軸加工機(AC軸五
軸同動)設備壹台(代辦)

公開招標 百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180,000 否

237
自動化單細胞分子標記系
統壹套

自動化單細胞分子標記系
統壹套

公開招標
世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
公司

2,800,000 否

238
感應耦合電漿光學放射光
譜儀壹套

感應耦合電漿光學放射光
譜儀壹套

公開招標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
司

3,360,000 否



第 13 頁，共 16 頁

239
CNC	五軸加工機(BC軸五
軸同動)設備壹台(代辦)

CNC	五軸加工機(BC軸五
軸同動)設備壹台(代辦)

公開招標 奕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4,880,000 否

240
高真空有機蒸鍍機系統壹
套

高真空有機蒸鍍機系統壹
套

公開招標 高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28,000 是 科技部 1,200,000

241
立式五軸加工中心機(AC
軸五軸同動)設備壹台(代
辦)

立式五軸加工中心機(AC
軸五軸同動)設備壹台(代
辦)

公開招標 科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290,000 否

242
高解析穿透式電子顯微
鏡-臨場液態電顯裝置壹
式

高解析穿透式電子顯微
鏡-臨場液態電顯裝置壹
式

公開招標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8,280,000 是 科技部 2,100,000

243
自動化倒立式活細胞觀察
顯微系統壹組

自動化倒立式活細胞觀察
顯微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2,250,000 否

244
高速轉盤式共軛焦系統專
用成像裝置壹台

高速轉盤式共軛焦系統專
用成像裝置壹台

公開招標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2,090,000 是 科技部 2,200,000

245
三軸立式加工中心機設備
五台(代辦)

三軸立式加工中心機設備
五台(代辦)

公開招標 亞太菁英股份有限公司 8,160,000 是 科技部 8,047,111

246
校園指標系統建置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校園指標系統建置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許晃銘建築師事務所 1,724,770 否

247
校史資料庫平臺建置及應
用計畫壹式

校史資料庫平臺建置及應
用計畫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聖傑國際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

1,185,000 否

248
NCKU	90	And	Beyond培
育計畫空間整修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NCKU	90	And	Beyond培
育計畫空間整修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解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620,029 否

249 人工智慧工作站設備壹批 人工智慧工作站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佳儀國際有限公司 1,430,000 否

250
東寧路93巷學人宿舍、長
榮路三段88號航太宿舍修
繕維護工程

東寧路93巷學人宿舍、長
榮路三段88號航太宿舍修
繕維護工程

公開招標 昇慶土木包工業 2,230,000 否

251 低溫磁場平台壹組 低溫磁場平台壹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attocube	systems	AG 7,366,296 否

252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
官方網站建置壹式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
官方網站建置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838,000 否

253 平推式造波機壹組 平推式造波機壹組 公開招標 震生機器有限公司 1,618,000 否

254
太空相機用光學透鏡組壹
批

太空相機用光學透鏡組壹
批

公開招標
裕群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78,000 否

255
低溫掃描探針顯微鏡探頭
壹組

低溫掃描探針顯微鏡探頭
壹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attocube	systems	AG 5,381,732 否

256
密閉制冷循環物理性質量
測系統壹套

密閉制冷循環物理性質量
測系統壹套

公開招標 Quantum	Design,	Inc. 16,536,020 是 科技部 10,000,000

257
液相層析三段式串聯質譜
儀維護壹式

液相層析三段式串聯質譜
儀維護壹式

公開招標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530,000 否

258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修復工程第三次變更設計

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
第二聯隊營舍（禮賢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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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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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
究大樓新建建築工程第三
次變更設計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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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否

260 準分子雷射壹組 準分子雷射壹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Coherent	Asia	Inc. 2,781,500 是 科技部 1,100,000

261
國立成功大學淨零碳規劃
與SDG永續影響力衡量計
畫壹式

國立成功大學淨零碳規劃
與SDG永續影響力衡量計
畫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4,880,000 否

262
研提適用國內各項備轉輔
助服務之評估與建議壹式

研提適用國內各項備轉輔
助服務之評估與建議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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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89,000 否

263
國內各項備轉輔助服務系
統試行平台之規劃與建置
壹式

國內各項備轉輔助服務系
統試行平台之規劃與建置
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2,150,000 否

264
總圖書館1號冰水主機更
新及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耗
能改善工程

總圖書館1號冰水主機更
新及中央空調水側系統耗
能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樺泰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8,388,114 否

265 螢光分光光譜儀壹組 螢光分光光譜儀壹組 公開招標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2,680,000 否

266
臨場通電真空高溫熱壓模
組壹組

臨場通電真空高溫熱壓模
組壹組

公開招標 活全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 是 科技部 1,159,000

267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高速解
析型數位呈像系統壹組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高速解
析型數位呈像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6,400,000 否

268 大型耐火試驗設備壹式 大型耐火試驗設備壹式 公開招標 磐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 否

269
校園骨幹網路40G升級設
備壹式

校園骨幹網路40G升級設
備壹式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550,000 否

270
空氣品質模式資料交換平
台及辦理空氣品質模式工
具使用教育訓練壹式

空氣品質模式資料交換平
台及辦理空氣品質模式工
具使用教育訓練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7,000 否

271
超導核磁共振儀500MHz
壹套

超導核磁共振儀500MHz
壹套

公開招標 Bruker	Switzerland	AG 15,650,000 是 科技部 9,000,000

272 微生物發酵槽壹組 微生物發酵槽壹組 公開招標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498,000 否

273
電機資訊學院增建裝修二
期工程

電機資訊學院增建裝修二
期工程

公開招標 大通營造有限公司 14,488,000 否

274
校園汽機車停車場進出車
牌辨識管制門禁及計數系
統壹式

校園汽機車停車場進出車
牌辨識管制門禁及計數系
統壹式

公開招標 星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 否

275 快檢試紙噴塗平台壹組 快檢試紙噴塗平台壹組 公開招標
瑞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39,000 否

276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周
邊安全設備採購案壹式

校園安全作業研究中心周
邊安全設備採購案壹式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11,280,000 否

277
醫學院成杏廳座椅換裝壹
批

醫學院成杏廳座椅換裝壹
批

公開招標 成功椅俱有限公司 4,380,000 否

278
水災災情資訊服務平台功
能擴充與維運壹式

水災災情資訊服務平台功
能擴充與維運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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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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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地形水深調查第一次契約
變更壹式

地形水深調查第一次契約
變更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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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000 否

280 90週年校慶服裝壹式 90週年校慶服裝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加享企業行(合夥) 1,753,500 否

281
能量轉換與回收控制監測
系統壹組

能量轉換與回收控制監測
系統壹組

公開招標 究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99,000 是 科技部 2,295,000

282
含汞廢棄物清運及處理作
業壹式

含汞廢棄物清運及處理作
業壹式

公開招標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33,000 否

283
網管型交換器及無線網路
基地台壹批

網管型交換器及無線網路
基地台壹批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728,000 否

284 多功能服務機器人壹批 多功能服務機器人壹批 公開招標 明基逐鹿股份有限公司 6,900,000 否

285
110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預估22000人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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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0,000 否

286 增強型影像攝影機壹台 增強型影像攝影機壹台 公開招標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98,000 是 科技部 241,770

287
高真空多功能磁控濺鍍系
統壹組

高真空多功能磁控濺鍍系
統壹組

公開招標 高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70,000 否

288 大新園既有景觀改善工程 大新園既有景觀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立源之森園藝事業有限
公司

2,500,000 否

289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創意教室教學設備壹批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6,120,000 否

290
NetApp網路儲存設備擴
充壹式

NetApp網路儲存設備擴
充壹式

公開招標
新加坡商網達先進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346,000 否

291
Speedgoat	HIL即時系統
模擬器壹組

Speedgoat	HIL即時系統
模擬器壹組

公開招標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0,000 是 科技部 1,977,000

292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
系列行銷活動媒體整合行
銷宣傳案壹式

國立成功大學90週年校慶
系列行銷活動媒體整合行
銷宣傳案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愛公關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

2,475,000 否

293
學生宿舍多媒體緊急通報
系統壹式

學生宿舍多媒體緊急通報
系統壹式

公開招標 彥鈞科技有限公司 5,150,000 否

294
動態機械黏彈分析儀
DMA壹組

動態機械黏彈分析儀
DMA壹組

公開招標
先馳精密儀器股份有限
公司

1,348,000 否

295
液氮閉迴路光學低溫系統
壹組

液氮閉迴路光學低溫系統
壹組

公開招標 Montana	Instruments 2,678,000 是 科技部 1,710,000

296
醫學院講堂教室及成杏廳
視聽設備壹式

醫學院講堂教室及成杏廳
視聽設備壹式

公開招標 恆仕達興業有限公司 4,820,000 否

297 ANSYS軟體套組壹式 ANSYS軟體套組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思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8,000 否

298
海岸邊界及沖積扇扇頂鑽
探建置觀測井壹式

海岸邊界及沖積扇扇頂鑽
探建置觀測井壹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井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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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110年學生宿舍清潔勞務
工作壹式

110年學生宿舍清潔勞務
工作壹式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
徵求之限制性招標

宇捷清潔有限公司 11,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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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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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