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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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2分離式冷氣 74,800 74,800 74,800 順溢電器行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圖書館 圖書一批 5,052,643 5,052,643 5,052,643 得茂堂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幼教系 圖書一批 400,000 400,000 400,000 得茂堂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餐旅系 洗衣機、除濕機 20,900 20,900 20,900 順郁電器有限公司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通識中心 日語輔助學習教材 30,000 30,000 30,000 致良出版社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辦公傢俱 165,641 165,641 165,641 旅強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98-A1-005 數位系 遊戲引擎製作軟體系統 478,000 478,000 478,000 首羿國際 第52條第1項第1款

98-A1-007 多媒體系 虛擬攝影棚 1,058,000 1,058,000 1,058,000 鏵傑創意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幼教系 錄影設備 90,000 90,000 90,000 福倍視聽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167,386 167,386 167,386 集浦有限公司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255,314 255,314 255,314 恆崴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105,735 105,735 105,735 照瑞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96,938 96,938 96,938 學豐貿易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123,020 123,020 123,020 捷達光電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設備 141,607 141,607 141,607 捷達光電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觀光系 專業教室辦公設備 99,500 99,500 99,500 旅強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餐旅系 專業教室設備 107,266 107,266 107,266 恆崴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應英系 圖書一批 200,000 200,000 200,000 得茂堂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餐旅系 機櫃 10,000 10,000 10,000 福倍視聽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課外活動組 播放設備 441,596 441,596 441,596 新禾、恆崴、九旗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課外活動組 社團辦公設備 141,540 141,540 141,540 旅強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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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課外活動組 手提無線擴音機 47,000 47,000 47,000 福倍視聽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課外活動組 充氣拱門 28,000 28,000 28,000 成太行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課外活動組 社團電腦用品 225,964 225,964 225,964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課外活動組 歐棚*6組 69,600 69,600 69,600 匯大傢俱 第47條第1項第3款

98-A1-012 通識中心 雙向互動多媒體教材 255,000 255,000 255,000 畹禾 第52條第1項第2款

98-A1-013 通識中心 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180,000 180,000 180,000 驊鉅 第22條第1項第2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多媒體設備 469,720 469,720 469,72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多媒體設備-電視 29,442 29,442 29,442 捷元 共同供應契約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語言學習軟體 90,000 90,000 90,000 驊鉅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語言學習軟體 30,000 30,000 30,000 致良出版社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語言圖書 39,904 39,904 39,904 得茂堂企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語言學習軟體 20,000 20,000 20,000 大葉事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應英系 自學中心語言英文圖書 150,000 150,000 150,000 得茂堂企業 共同供應契約

無 幼教系 冷氣 23,000 23,000 23,000 順溢電器行 第47條第1項第3款

無 幼教系 縫紉設備 88,500 88,500 88,500 英順縫紉實業 第47條第1項第3款

98-A1-016 幼教系 幼兒繪本故事館 780,000 780,000 780,000 御之坊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電算中心 教學區防火牆 2,985,075 2,985,075 2,985,075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MATLAB教學軟體 80,000 80,000 80,000 鈦思科技 第47條第1項第3款

98-A1-006 數位系 虛擬實境製作模擬軟體 651,000 651,000 651,000 佳魁 第52條第1項第1款

98-A1-009 健康系 專業護膚彩妝教室設備 1,548,000 1,548,000 1,548,000 羽鑫國際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課外活動組 朝陽鼓 20,000 20,000 20,000 關羽國際 第47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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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A1-015 課外活動組 鼓隊、舞獅隊設備 218,400 218,400 218,400 關羽國際 第52條第1項第1款

98-A1-014 課外活動組 爵士樂器一批 288,000     288,000            288,000   功學社樂器五福分公司 第52條第1項第1款

無 電算中心 網路設備 451,088 451,088 451,088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網路交換器 204,310 204,310 204,31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桌上型電腦 130,600 130,600 130,60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電腦設備 255,900 255,900 255,900 全賢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無線網路安全軟體 177,665 177,665 177,665 麟瑞科技 共同供應契約

無 電算中心 電腦集中管理系統 1,180,440 1,180,440 1,180,440 華經資訊 共同供應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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