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 補助機 補助金額

1
聖益樓會議廳地板、天花板

整修工程一式

聖益樓會議廳地板、天花板

整修工程一式
依學校規定 喬見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609,000 否

2
建置婚紗攝影造型教室-示範

教學液晶電視等40項設備

建置婚紗攝影造型教室-示範

教學液晶電視等40項設備
公開招標

筠築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有限公司
$2,880,000 是 教育部 $2,880,000

3

彩妝髮藝專業教室視覺情境

造作、電熱水爐、沖洗椅、

洗頭槽及液晶顯示器等設備

一式

彩妝髮藝專業教室視覺情境

造作、電熱水爐、沖洗椅、

洗頭槽及液晶顯示器等設備

一式

公開招標
瑞傑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
$1,726,000 是 教育部 $1,410,000

4 網路流量管控設備1台 網路流量管控設備1台 依學校規定 晉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5
融接式互動觸控投影系統、

教學影像擷取器等8項設備

融接式互動觸控投影系統、

教學影像擷取器等8項設備

公開取得報價單

或企劃書
首羿國際股份公司 $1,177,000 是 教育部 $1,177,000

6

高階虛擬攝影棚系統、即時

互動圖文運算引擎、虛擬攝

影棚副控系統及4K專業數位

攝影機等設備一式

高階虛擬攝影棚系統、即時

互動圖文運算引擎、虛擬攝

影棚副控系統及4K專業數位

攝影機等設備一式

公開招標
摩比酷新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
$2,226,400 是 教育部 $1,808,000

7
二校區營運暨施工期間環境

監測-委託服務一式

二校區營運暨施工期間環境

監測-委託服務一式
依學校規定 東禾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60,000 否

8 高格率動作捕捉系統1套 高格率動作捕捉系統1套 公開招標 首羿國際股份公司 $1,180,000 是 教育部 $1,180,000

9 資訊網路中心個人電腦61台 資訊網路中心個人電腦6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819,142 是 教育部 $1,639,515

10
鎖眼車、商用刺繡縫紉機等

相關設備一批

鎖眼車、商用刺繡縫紉機等

相關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翔鈜縫機有限公司 $1,661,000 是 教育部 $1,661,000

11

聖益樓B2F攝影棚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全熱交換器等共8

項設備

聖益樓B2F攝影棚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全熱交換器等共8

項設備

依學校規定 研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3,200,000 否

12
聖益樓2樓、3樓電力設備擴

充一式

聖益樓2樓、3樓電力設備擴

充一式
依學校規定 宇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880,000 否

13

讀版機、超高速直立式樣品

軟版繪圖切割機及打版 放縮

馬克軟體等設備

讀版機、超高速直立式樣品

軟版繪圖切割機及打版 放縮

馬克軟體等設備

公開招標
台灣東洋紡股份有限公

司
$1,100,000 是 教育部 $1,100,000

14 2018年西文期刊83種 2018年西文期刊83種 依學校規定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1,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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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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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聖益樓地下室消防火警設備

系統建置及修繕一式

聖益樓地下室消防火警設備

系統建置及修繕一式
依學校規定 安隆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683,000 否

16
無線網路基地台55台及poe交

換器6台

無線網路基地台55台及poe交

換器6台
依學校規定 冠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50,000 否

17
學校形象廣告-全省車體廣告

一式

學校形象廣告-全省車體廣告

一式
依學校規定 大天廣告有限公司 $1,593,000 否

18
新建宿舍內部設備-床具組設

備

新建宿舍內部設備-床具組設

備
依學校規定 漢緯國際有限公司 $32,870,000 否

19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網路

設備一式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網路

設備一式
依學校規定 品寬科技有限公司 $20,871,000 否

20
2018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62種）

2018年西文電子期刊一批（

62種）
依學校規定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1,713,000 否

21 公務商用貨車一式 公務商用貨車一式 依學校規定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211,000 否

22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冷氣

空調及熱泵系統設備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冷氣

空調及熱泵系統設備
依學校規定 業專工程有限公司 $29,957,000 否

23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弱電

設備

新建學生宿舍內部設備-弱電

設備
依學校規定 功展通訊有限公司 $12,850,000 否

24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室內裝修工程（追加減）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室內裝修工程（追加減）
依學校規定 濟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1,183,000 否

25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天花板及燈光及景觀周邊水

電工程（追加減）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天花板及燈光及景觀周邊水

電工程（追加減）

依學校規定 業專工程有限公司 $5,980,000 否

26
建置資訊學院電競教育中心

設備案

建置資訊學院電競教育中心

設備案
依學校規定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4,100,000 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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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43 是 教育部 $2,022,943

28

觀光系個人電腦61台、乙太

網路交換器3台、擴音設備1

部

觀光系個人電腦61台、乙太

網路交換器3台、擴音設備1

部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670,085 是 教育部 $1,670,085

29 數媒系VR教學電腦 數媒系VR教學電腦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831,952 是 教育部 $1,831,952



是/否 補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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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財金系個人電腦61台 財金系個人電腦61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468,148 是 教育部 $1,468,148

31 資網系個人電腦53台 資網系個人電腦53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580,778 是 教育部 $1,580,778

32
資科系個人電腦35台及筆記

型電腦12台

資科系個人電腦35台及筆記

型電腦12台
共同供應契約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
$1,177,155 是 教育部 $1,177,155

33
聖益樓1樓至9樓消防火警設

備系統建置及維修各一式

聖益樓1樓至9樓消防火警設

備系統建置及維修各一式
依學校規定 安隆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703,000 否

34

寶文校區運動園區球場場地

及春安校區200M田徑場、籃

球場、排球場場地整修工程

寶文校區運動園區球場場地

及春安校區200M田徑場、籃

球場、排球場場地整修工程

依學校規定 崇峯工程有限公司 $11,211,000 否

35
春安暨寶文校區電子交換機

汰舊換新一式

春安暨寶文校區電子交換機

汰舊換新一式
依學校規定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

司
$2,890,000 否

36 聖益樓西南面廁所整修一式 聖益樓西南面廁所整修一式 依學校規定 喬見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4,980,000 否

37
建置校史館-裝潢造作設備及

美編設計各一式

建置校史館-裝潢造作設備及

美編設計各一式
依學校規定 喬見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4,880,000 否

38
背部划船訓練機、坐姿划船

訓練機等6項體育設備

背部划船訓練機、坐姿划船

訓練機等6項體育設備
公開招標 立展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1,248,060 是 教育部 $1,248,060

39
寶文校區宿舍段圍牆建置-百

歲磚圍牆一式

寶文校區宿舍段圍牆建置-百

歲磚圍牆一式
依學校規定 緻衡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3,720,000 否

40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第二階段

室內裝修-宿舍各樓層窗簾工

程一式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第二階段

室內裝修-宿舍各樓層窗簾工

程一式

依學校規定 耕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582,000 否

41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第二階段

室內裝修-宿舍各樓層指標系

統一式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第二階段

室內裝修-宿舍各樓層指標系

統一式

依學校規定 國登廣告有限公司 $1,292,000 否

42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室內裝修-

視聽室、茶水間、管理櫃

檯、床頭書桌及雜項工程等

一式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室內裝修-

視聽室、茶水間、管理櫃

檯、床頭書桌及雜項工程等

一式

依學校規定 宏霖工程行 $8,760,000 否



是/否 補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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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寶文校區「400公尺田徑場

及周邊排水溝工程」新建案

一式

寶文校區「400公尺田徑場

及周邊排水溝工程」新建案

一式

依學校規定 世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61,200,000 否

44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設計監造

費一式

寶文校區學生宿舍-設計監造

費一式
依學校規定 陳旻彬建築師事務所 $1,600,000 否

106學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