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號 請購單位 案名 預定採購金額 獎補助經費所佔金額 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原則

無 工管系 期刊書櫃 12,000 12,000 12,000 旅強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工管系 教學廣播系統 86,000 86,000 86,000 全賢科技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TA509電腦教室更新 1,874,446 1,874,446 1,874,446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TA509電腦教室網路管理系統 156,000 156,000 156,000 智域資訊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TA302A電腦教室更新 1,795,554 1,795,554 1,795,554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TA302A電腦教室網路管理系統 156,000 156,000 156,000 智域資訊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TB403電腦教室更新 1,861,800 1,861,800 1,861,80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TB403電腦教室網路管理系統 156,000 156,000 156,000 智域資訊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機系 電腦教室更新 1,615,554 1,615,554 1,615,554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機系 電腦教室網路管理系統 156,000 156,000 156,000 智域資訊 共同供應契約

無 多媒體系 印表機35台 167,545 167,545 167,545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機房伺服器更新 928,551 928,551 928,551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多媒體系 教學軟體（ADOBE、COREL） 449,405 449,405 449,405 首羿國際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校園網路設備 2,409,497 2,409,497 2,409,497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應英系 原文圖書一批 27,702 27,702 27,702 華泰文化 第47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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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請購單位 案名 預定採購金額 獎補助經費所佔金額 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原則

無 應英系 圖書一批 46,451 46,451 46,451 文鶴出版 第47條第1項第3款

97-A1-004 資管系 網路技術與管理教學設備 1,100,000 940,000 940,000 碁峯資訊 第22條第1項第2款

97-A1-002 企管、多媒體 流通大師經營模擬系統等敎學軟體 690,000 690,000 690,000 首羿國際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應英系 語言教學機及軟體 96,000 96,000 96,000 福倍視聽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電腦軟體 761,361 761,361 761,361 碁峯資訊 共同供應契約

無 事務組 單槍30部 1,751,250 1,751,250 1,751,250 恒崴企業 共同供應契約

無 事務組 電腦教室冷氣 552,000 552,000 552,000 詮民工程 共同供應契約

97-A1-007 電機系 機器人組 250,000 240,000 240,000
利基應用

第52條第1項第2款

97-A1-008 休管系 休管系教學儀器 434,000 405,000 405,000
明昱

第52條第1項第2款

97-A1-003 語文中心 英語線上學習及測驗系統 468,000 420,000 420,000
驊鉅

第22條第1項第2款

無 休管系 MIDAS設施分析設計程式 990,000 990,000 990,000 台灣邁達斯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休管系 桌上型地理資訊系統 183,000 183,000 183,00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醫管系 英文軟體 42,000 42,000 42,000 台灣培生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事務組 器材櫃 75,000 75,000 75,000 旅強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97-A1-005 工管系 教學軟體及設備 766,000 705,000 705,000 皮托科技 第52條第1項第2款

無 應英系 口語訓練教學軟體 90,000 90,000 90,000 巨人企管 第47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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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財金系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 99,000 99,000 99,000 全曜財經資訊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英文圖書 142,002 142,002 142,002 得茂堂 共同供應契約

無 財金系 財金系多功能專業教室設備 120,381 120,381 120,381 旅強企業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醫管系 專業教室電腦設備 311,600 311,600 311,60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醫管系 ASP崁入式模組發展元件 98,000 98,000 98,000 鴻泰資訊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電腦機房環控系統 57,200 57,200 57,200 全賢科技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電腦機房冷氣 73,000 73,000 73,000 順溢電器行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備機 51,050 51,050 51,05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97-A1-009 財金系 財富導航平台系統 280,000 268,800 268,800 智凰網路科技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醫管系 專業教室設備 72,070      25,268            72,070    旅強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更新 1,459,827   1,459,827         1,459,827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儲存系統 305,970     305,970           305,970   鄰瑞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電算中心 電腦機房（空氣呼吸器） 52,500      52,500            52,500    駿宏水電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圖書館 致遠藝廊設備 218,563     218,563           218,563   恆崴、新禾 共同供應契約

無 財金系 多功能專業教室設備 447,380     447,380           447,38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契約

無 醫管系 耳機 30,000      30,000            30,000    全賢科技 第47條第1項第3款



案號 請購單位 案名 預定採購金額 獎補助經費所佔金額 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原則

無 餐旅系 中餐教室冷氣設備 309,800     289,800           309,800   詮民工程 共同供應契約

97-A1-006 餐旅系 餐旅系教學攝影錄影系統 600,000     560,500           590,500   福倍視聽 第52條第1項第2款

無 醫管系 液晶電視 24,700      24,700            24,700    提都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學務處 播放系統 225,400     225,400           225,400   新禾 共同供應契約

無 學務處 樂器一批 51,500      51,500            51,500    功學社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學務處 天文望遠鏡 99,000      99,000            99,000    明昱科技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學務處 單眼相機一組 77,900      77,900            77,900    康福電子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學務處 喇叭一組 33,000      33,000            33,000    提都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