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
補助機

關
補助金額

1

聖益樓一樓時尚學院專業教

室、攝影棚及西北側廁所整

建等工程一式

聖益樓一樓時尚學院專業教室、

攝影棚及西北側廁所整建等工程

一式

依學校規定 永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950,000 否

2
聖益樓中庭舞台區座椅及攝

影棚鋼梯等設備一式

聖益樓中庭舞台區座椅及攝影棚

鋼梯等設備一式
依學校規定 將鈞金屬工程有限公司 $4,211,000 否

3
聖益樓廁所整建-衛生設備/

照明/給排水設備等一式

聖益樓廁所整建-衛生設備/照明/

給排水設備等一式
依學校規定 業專工程有限公司 $4,093,000 否

4 Adobe教育版授權軟體1式 Adobe教育版授權軟體1式 依學校規定
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4,600,000 否

5
即時特效系統等設備一批（

共8項系統設備及套件）

即時特效系統等設備一批（共8

項系統設備及套件）
公開招標

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5,979,000 是 教育部 $5,979,000

6
亞萍館1樓男女生廁所整修一

式
亞萍館1樓男女生廁所整修一式 依學校規定 永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898,000 否

7
春安暨寶文校區105學年度弱

電設備維護保養一式

春安暨寶文校區105學年度弱電設

備維護保養一式
依學校規定 功展通訊有限公司 $1,396,000 否

8 網路交換器50台 網路交換器50台 依學校規定 晉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否

9 攪拌機等13項設備 攪拌機等13項設備 依學校規定 日澤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321,000 否

10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等7項設備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等7項設備 依學校規定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250,000 否

11
智慧型互動協同教學觸控顯

示器等16項設備

智慧型互動協同教學觸控顯示器

等16項設備
公開招標

瓏群資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324,000 是 教育部 $1,284,000

12

智慧低碳校園創新計畫案-氣

冷式冰水主機4台及全熱交換

器3組

氣冷式冰水主機4台及全熱交換

器3組
公開招標

協信碩空調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680,000 是 教育部 $781,000

13

布邊車、併縫車、單針平

車、釘扣機、商用刺繡縫紉

機及腳架等設備一批

布邊車、併縫車、單針平車、釘

扣機、商用刺繡縫紉機及腳架等

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翔鈜縫機有限公司 $4,298,500 是 教育部 $4,288,500

14 資網中心個人電腦61台 資網中心個人電腦6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858,121 是 教育部 $1,858,121

15 資管系個人電腦51台 資管系個人電腦5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553,511 是 教育部 $1,553,511

16
聖益樓及昌雲樓柴油發電機

各一式

聖益樓及昌雲樓柴油發電機各一

式
依學校規定 亞國機電有限公司 $1,888,000 否

17 仙庭樓網路設備建置一式 仙庭樓網路設備建置一式 依學校規定 品寬科技有限公司 $1,780,000 否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項目 辦理方式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是/否
補助機

關
補助金額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項目 辦理方式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18
校務發展中心辦公室裝潢設

備一式

校務發展中心辦公室裝潢設備一

式
依學校規定 昕屋裝潢工程有限公司 $2,500,000 否

19
空間異動冷氣設備新增及移

機設置等一式

空間異動冷氣設備新增及移機設

置等一式
依學校規定 柏彥工程有限公司 $2,398,000 否

20

空間異動數位電話機、門禁

監視及緊急求救系統設備移

機及定位等一式

空間異動數位電話機、門禁監視

及緊急求救系統設備移機及定位

等一式

依學校規定 功展通訊有限公司 $2,091,000 否

21 諮商中心裝潢設備一式 諮商中心裝潢設備一式 依學校規定 喬見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973,000 否

22
空間異動--電源插座及燈具

調整、安裝等一式

空間異動--電源插座及燈具調

整、安裝等一式
依學校規定 業專工程有限公司 $1,970,000 否

23 空間異動搬遷工程等一式 空間異動搬遷工程等一式 依學校規定
一鑫辦公家具設備有限

公司
$1,480,000 否

24
聖益樓普通教室（B）教學

桌椅組一式

聖益樓普通教室（B）教學桌椅

組一式
依學校規定

一鑫辦公家具設備有限

公司
$1,365,000 否

25
電梯二台-汰舊換新昌雲樓9

號及仙庭教學大樓14號電梯

電梯二台-汰舊換新昌雲樓9號及

仙庭教學大樓14號電梯
依學校規定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1,750,000 否

26
106年1月至7月校園環境清潔

維護管理一式

106年1月至7月校園環境清潔維護

管理一式
依學校規定 東昱清潔有限公司 $2,665,000 否

27

資訊學院電腦教室網路電源

佈線846點及空間異動辦公室

網路電源佈線1式

資訊學院電腦教室網路電源佈線

846點及空間異動辦公室網路電源

佈線1式

依學校規定 勁翔科技有限公司 $4,080,000 否

28
資訊學院建置IDC機房及

Cable Tray建置設備乙式

資訊學院建置IDC機房及Cable

Tray建置設備乙式
依學校規定 勁翔科技有限公司 $3,687,000 否

29
資訊學院14間電腦教室電力

設備
資訊學院14間電腦教室電力設備 依學校規定 品寬科技有限公司 $2,980,000 否

30
個人電腦、黑白印表機及筆

記型電腦等設備一式

個人電腦、黑白印表機及筆記型

電腦等設備一式
公開招標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003,000 是 教育部 1,003,000       

31
資訊學院專業教室網路設備

一批
資訊學院專業教室網路設備一批 依學校規定 勁翔科技有限公司 $1,08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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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補助金額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項目 辦理方式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32 學生討論桌椅組等10項設備

學生討論桌椅組、教學書寫白

板、投影布幕、教師教學工作

站、學生端影像同步呈現系統、

教學管理平台、擴音設備、教學

投影機、廣播系統、教學投影機

公開招標 首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279,000 是 教育部 $1,279,000

33

聖新、智、瀹廳及知源大樓

國際會議廳空氣品質改善設

置設備一批

全熱交換器、可程式控制器主

機、網路通訊模組、數位式二氧

化碳含溫溼度監測模組、室內空

氣品質顯示看板、多媒體電腦

依學校規定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290,000 否

34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等9項設備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網路通訊模

組、全熱交換器、室內空氣品質

顯示看板、數位式二氧化碳含溫

溼度監測模組、控制電腦、多媒

體電腦、多媒體顯示液晶螢幕、

室內空氣品質監控系統軟體擴增

依學校規定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300,000 否

35 行銷系電腦主機60台 行銷系電腦主機60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342,380 是 教育部 $1,342,380

36
聖益樓一樓等教室電力設備

一式
聖益樓一樓等教室電力設備一式 依學校規定 宇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370,000 否

37

建構學生學習主體之教學環

境-視覺情境造作一式（

HT202、HT202（a）、

HT203）

建構學生學習主體之教學環境-視

覺情境造作一式（HT202、HT202

（a）、HT203）

依學校規定 塔里星室內裝修 $1,471,000 否

38 資科系個人電腦51台 資科系個人電腦5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553,511 是 教育部 $1,553,511

39 會資系個人電腦51台 會資系個人電腦5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571,361 是 教育部 $1,571,361

40 資管系個人電腦51台 資管系個人電腦5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791,426 是 教育部 $1,791,426

41
網路交換器、網路路由器及

網路防火牆等設備一批

網路交換器、網路路由器及網路

防火牆等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麟銳股份有限公司 $1,892,800 是 教育部 $1,892,800



是/否
補助機

關
補助金額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項目 辦理方式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42

聖益樓2樓至3樓時尚學院各

系教學空間及環境等設施老

舊修繕一式

聖益樓2樓至3樓時尚學院各系教

學空間及環境等設施老舊修繕一

式

依學校規定 永隆陞建設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43 聖益樓一樓圖書咖啡館1間 聖益樓一樓圖書咖啡館1間 依學校規定
筠築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有限公司
$2,490,000 否

44 2017年西文期刊140種 2017年西文期刊140種 依學校規定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3,024,800 否

45
106學年度校園植栽養護管理

一式
106學年度校園植栽養護管理一式 依學校規定 緻衡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3,048,938 否

46
智慧生活雲端控制系統等設

備一批（共13項相關設備）

可程式機器手臂、可程式雙足機

器人、高皆可程式雙足機器人、

可程式自走車、動態攝影機、手

持三軸穩定器、VR虛擬實境組、

上色噴漆設備、FDM多維成形設

備、DLP建模設備、智慧生活雲

端控制系統、可程式智慧晶片開

發設備

依學校規定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228,000 是 教育部 $3,228,000

47
設計、時尚及資訊學院系強

化教室情境一式

設計、時尚及資訊學院系強化教

室情境一式
依學校規定

一鑫辦公家具設備有限

公司
$3,291,000 否

48
第二教學大樓前木棧道整建

一式
第二教學大樓前木棧道整建一式 依學校規定 緻衡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3,411,000 否

49
寶文段347地號廢棄物清運處

理一式

寶文段347地號廢棄物清運處理一

式
依學校規定 詠源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3,607,000 否

50
寶文校區運動場設施興建案-

規劃設計監造費用一式

寶文校區運動場設施興建案-規劃

設計監造費用一式
依學校規定 陳旻彬建築師事務所 $3,800,000 否

51
106學年度校園環境清潔維護

一式（第2次議價）

106學年度校園環境清潔維護一式

（第2次議價）
依學校規定 東昱清潔有限公司 $5,924,520 否

52
106學年度校園守衛管理-駐

衛保全服務一式

106學年度校園守衛管理-駐衛保

全服務一式
依學校規定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8,054,640 否

53
仙庭教學大樓廁所整修工程

一式（營繕組）

仙庭教學大樓廁所整修工程一式

（營繕組）
依學校規定 永東宜營造有限公司 $9,850,000 否

54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機電設備）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機

電設備）
依學校規定 業專工程有限公司 $64,112,500 否



是/否
補助機

關
補助金額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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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土木建築）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土

木建築）
依學校規定 濟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223,387,500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