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S11000005)110學年度教
職員團體保險 （後續擴充）

110學年度教職員團體保險
（後續擴充）

限制性招標-後續
擴充-直接換約

03434016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2,700,000 否

2
(S11000012)女生宿舍
18~21棟各樓層走廊及天花
板修繕案

女生宿舍18~21棟各樓層走
廊及天花板修繕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7840251
翰廷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600,000 否

3 (S11000020)智聯網永續模
組智能種子裝置組合屋

智聯網永續模組智能種子裝
置組合屋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26995072
清煌工程行

3,900,000 否

4 (S11000029)Microsoft全
校教職員暨學生授權三年

Microsoft全校教職員暨學
生授權三年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5149845
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否

5

(S11000094)「學生宿舍、
第二教學區、棒球場與中正
紀念堂」廁所與浴室環境清
潔服務採購案

「學生宿舍、第二教學區、
棒球場與中正紀念堂」廁所
與浴室環境清潔服務採購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9786382
綠地環保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890,000 否

6 (S10900715)校園路燈（景
觀燈LED40W）燈頭

校園路燈（景觀燈
LED40W）燈頭

公開招標_最有利
標

53256487
以勒綠能光電有限公司

1,991,000 是 教育部 1,991,000 

7 (S11000146)智慧化蛋雞舍
飼養蛋雞福利籠

智慧化蛋雞舍飼養蛋雞福利
籠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28348967
宇力國際有限公司

2,700,000 否

8 (S11000052)男生宿舍19棟
浴廁整修

男生宿舍19棟浴廁整修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80083592
新工法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

1,300,000 否

9 (S11000053)男生宿舍20棟
浴廁整修

男生宿舍20棟浴廁整修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70665253
銘均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10 (S11000170)生科系館南棟
屋瓦更新工程

生科系館南棟屋瓦更新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9368660
百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否

11 (S11000206)女宿18.19.20
棟走廊暗架天花板工程

女宿18.19.20棟走廊暗架天
花板工程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27840251
翰廷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650,000 否

12 (S11000203)SAS統計軟體
二年期全校授權

SAS統計軟體二年期全校授
權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3530703
精誠軟體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0 否

13 (S10900618)校園安全監控
設備增設案

校園安全監控設備增設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8655913
震騰科技有限公司

897,000 是 教育部 897,000 

14
(S11000122)推廣部省政研
究大樓PG使用空間清潔維護
採購

推廣部省政研究大樓PG使用
空間清潔維護採購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668675
原成環境維護事業有限
公司

2,090,000 否

15 (S11000244)校園骨幹網路
入侵防護暨威脅偵測系統

校園骨幹網路入侵防護暨威
脅偵測系統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0072743
技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50,000 否

16 (S11000286)東海路16號整
修工程

東海路16號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0083592
新工法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

1,620,000 否

17
(S11000242)學生宿舍網路
服務與校園網路骨幹設備維
護合約

學生宿舍網路服務與校園網
路骨幹設備維護合約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8926214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7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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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11000174)管理學院大樓
二樓以上加裝安全設施工程

管理學院大樓二樓以上加裝
安全設施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31785293
美久適企業社

2,260,000 是 教育部 947,000 

19 (S11000310)數位學習中心
智慧戰情室軟硬體建置

數位學習中心智慧戰情室軟
硬體建置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54867774
物聯雲股份有限公司

1,550,000 是 教育部 980,000 

20 (S11000291)東海大學西元
2022年西文期刊採購案

東海大學西元2022年西文期
刊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86033521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11,280,000 是 教育部 11,280,000 

21
(S11000335)東海大學第二
教學區棒壘球場圍網等附屬
設施興建工程

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棒壘球
場圍網等附屬設施興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3050609
立宏康宸營造有限公司

7,153,042 是 教育部 4,900,000 

22
(S11000338)Adobe
Creative Cloud ETLA校園
授權三年

Adobe Creative Cloud
ETLA校園授權三年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5149845
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0 否

23 (S11000356)Scopus電子資
料庫

Scopus電子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A05477
ELSEVIER(Singapore)
Pte Ltd

1,247,399
(44,806美元)

是 教育部 1,247,399 

24
(S11000354)EBSCOhost-
ASP+BSC、ERC、HTC全文
資料庫

EBSCOhost-ASP+BSC、
ERC、HTC全文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23472516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77,300 是 教育部 2,077,300 

25 (S11000355)SciFinder-n化
學資訊資料庫

SciFinder-n化學資訊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18710209
秀鶴行有限公司

1,481,049 是 教育部 1,481,049 

26

(S11000359)WOS-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引用文獻索引資料
庫

WOS-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24214349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2,941,832 是 教育部 2,941,832 

27 (S11000358)ScienceDirect
電子期刊資料庫

ScienceDirect電子期刊資料
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A05477
ELSEVIER(Singapore)
Pte Ltd

 9,094,004
(326,535.17美

元)
是 教育部 9,094,004 

28

(S11000357)IE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全文資料
庫

IEEE Electronic Library （
IEL）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全文
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
供應契約

A07191
IEEE

2,869,871
(103,140美

元)
是 教育部 2,869,871 

29
(S11000394)110學年度個
人電腦之主機、顯示器及筆
記型電腦聯合比議價

110學年度個人電腦之主
機、顯示器及筆記型電腦聯
合比議價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2642845
廣英資訊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

2,224,030 否

30
(S11000378)科技大樓3
樓、4樓空橋及3樓以上走廊
加裝安全圍網

科技大樓3樓、4樓空橋及3
樓以上走廊加裝安全圍網

公開招標_最低標 31785293
美久適企業社

1,540,000 否

31 (S11000400)生物型掃描式
電子顯微鏡採購案

生物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採
購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3448553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32
(S11000470)基科館BS601-
604及化學系館CH307裝設
冷氣機

基科館BS601-604及化學系
館CH307裝設冷氣機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9844753
宗禾電器行

1,800,000 否

33 (S11000478)42台飲水機租
賃案

42台飲水機租賃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99680747
宏浚飲水科技工房

1,663,200 否

34
(S11000526)東海大學校門
口暨第二教學區城市廊帶整
體規劃

東海大學校門口暨第二教學
區城市廊帶整體規劃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53673188
香港商艾奕康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5,98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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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11000516)綜合活動大樓
新建工程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有利
標

60210867
彰慶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609,699,885 否

36 (S11000538)科技大樓
ST020電腦教室設備更新

科技大樓ST020電腦教室設
備更新

公開招標_最低標
70771557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610,000 是 教育部 2,610,000 

37

(S11000566)「學生宿舍、
第二教學區、棒球場、健運
學程銘賢樓（含兩側AB棟）
與中正紀念堂」廁所與浴室
環境清潔採購案

「學生宿舍、第二教學區、
棒球場、健運學程銘賢樓（
含兩側AB棟）與中正紀念
堂」廁所與浴室環境清潔採
購案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61942691
陽光家園清潔有限公司

2,500,000 否

38 (S11000546)圖書館㇐樓男
女生廁所改善工程

圖書館㇐樓男女生廁所改善
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4838464
崗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0 否

39 (S11000601)女生宿舍23棟
全棟室內油漆粉刷工程

女生宿舍23棟全棟室內油漆
粉刷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047641
全欣油漆有限公司

704,457 否

40 (S11000590)管理學院空調
主機汰換更新

管理學院空調主機汰換更新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203205
世輔冷凍空調工程有限
公司

5,250,000 否

41 (S11000587)質譜偵測器 質譜偵測器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1245023
俊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是 教育部
科技部

718,910
981,090

42 (S11000599)全自動比表面
積及孔徑分析儀採購案

全自動比表面積及孔徑分析
儀採購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4612846
傳峰企業有限公司

1,400,000 是 教育部 1,031,490 

43 (S11000611)共儀中心儀器
實驗室裝設冷氣機

共儀中心儀器實驗室裝設冷
氣機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702739
東陞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44
(S11000598)參加111年度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費用

參加111年度台灣學術電子
書暨資料庫聯盟費用

共同供應契約_不
二價

0373520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401
專戶

1,700,000 否

45 (S11000630)東海大學新建
學生宿舍冷氣設備採購案

東海大學新建學生宿舍冷氣
設備採購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9844753
宗禾電器行

11,000,000 否

46
(S11000689)文學院電力、
弱電、消防設備改善及木迴
廊修復工程

文學院電力、弱電、消防設
備改善及木迴廊修復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3345224
大順營造有限公司

7,400,000 否

47 (S11000673)Oracle資料庫
暨主機

Oracle資料庫暨主機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4359763
伊雲谷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200,000 否

48
(S11000707)東海路26號（
B House）外觀修復整修工
程

東海路26號（B House）外
觀修復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929118
群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49 (S11000732)東海路22號內
部整修工程

東海路22號內部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929118
群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否

50
(S11000734)女生宿舍23棟
（3樓及4樓）寢室冷氣機更
新案

女生宿舍23棟（3樓及4樓）
寢室冷氣機更新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9844753
宗禾電器行

1,250,000 否

51 (S11000739)工業設計系館
空間整修工程

工業設計系館空間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7844708
翰柏工程有限公司

2,8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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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11000733)人文暨科技館
日文系鋁門窗汰換工程

人文暨科技館日文系鋁門窗
汰換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8723885
信佳鋁業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53 (S11000696)GIS空間資訊
管理平台-標準訂閱方案

GIS空間資訊管理平台-標準
訂閱方案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80431157
吉普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000 否

54 (S11000731)學人宿舍高壓
地下化第二期工程

學人宿舍高壓地下化第二期
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6998279
暘陞工程有限公司

12,000,000 否

55

(S11000746)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Plus全校教職員暨學生授權
三年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Plus全校教職員
暨學生授權三年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27950876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客戶分公司

4,500,000 否

56 (S11000750)社科院二樓女
廁整修工程

社科院二樓女廁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7840251
翰廷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2,400,000 否

57 (S11000773)高精密模組化
流變分析儀採購案

高精密模組化流變分析儀採
購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0862241
台灣安東帕有限公司

3,120,000 否

58 (S11000764)女舍22棟寢室
走廊天花板更新及油漆工程

女舍22棟寢室走廊天花板更
新及油漆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6253783
展翊營造有限公司

1,020,000 否

59 (S11000769)價創計畫-
LeanPlay 系統開發專案

價創計畫-LeanPlay 系統開
發專案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97311466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650,000 否

60
(S11000759)男生宿舍
1~10棟、17、18棟更換電
子門鎖

男生宿舍1~10棟、17、18
棟更換電子門鎖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86242463
顥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61
(S11000753)CME118程序
系統暨半導體創新實驗室整
修工程

CME118程序系統暨半導體
創新實驗室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72548598
拓斯企業社

2,200,000 否

62
(S11000833)東海路22號設
備及外部視覺景觀整體整修
工程

東海路22號設備及外部視覺
景觀整體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929118
群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63 (S11000720)新建學生宿舍
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

新建學生宿舍工程公共藝術
設置案

限制性招標_獨家
議價

R120671439
林文海

3,700,000 否

64 (S11000839)法律學院門窗
更新

法律學院門窗更新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6253783
展翊營造有限公司

2,398,000 否

65
(S11000749)衰減式全反射
時間解析傅氏轉換紅外光譜
儀

衰減式全反射時間解析傅氏
轉換紅外光譜儀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3912890
永泰裕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

2,047,500 是 科技部 2,047,500 

6.每學年第1學期（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之資料應於2月底前完成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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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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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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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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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