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S10600002)女宿22、23棟寢
室家具更新工程

女宿22、23棟寢室家具更新工
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5853684
本豐木器廠有限公司

12,000,000 否

2
(S10600013)東海大學創藝設計
工場改善計畫：建築系室內整建
工程

東海大學創藝設計工場改善計
畫：建築系室內整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70665253
銘均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9,500,000 否

3 (S10600093)力行路路面AC加
封工程

力行路路面AC加封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6998022
世文營造有限公司

8,500,000 否

4 (S10600030)75台飲水機租賃
案(106.11.1至112.12.31)

75台飲水機租賃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99680747
宏浚飲水科技工房

3,646,958 否

5 (S1060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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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00 否

6 (S10600135)圖書館中庭整修工
程

圖書館中庭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1,231,870 否

7 (S10600170)風雨球場興建工程 風雨球場興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96936034
新倫營造有限公司

56,600,000 否

8
(S10600110)
(S10600113)男生宿舍21棟住
宿學習空間改造工程

男生宿舍21棟住宿學習空間改
造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4,800,000 是 教育部 980,000

9 (S10600194)教職員宿舍待配借
宿舍屋瓦整修工程

教職員宿舍待配借宿舍屋瓦整修
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1984803
祥盛建材行

3,980,000 否

10 (S10600163)SAS統計軟體二年
期全校授權

SAS統計軟體二年期全校授權
限制性招標_獨家議
價

23526978
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 否

11
(S10600223)13-13A、13-
15A、13-13B、13-15B宿舍整
建工程

13-13A、13-15A、13-13B、
13-15B宿舍整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4,500,000 否

12 (S10600291)東海大學西元
2018年西文期刊採購案

東海大學西元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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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是 教育部 11,000,000

13
(S10600296)WOS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SCIE）

WOS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限制性招標_共同供
應契約

24214349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2,949,079 是 教育部 2,949,079

14 (S10600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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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2,848 是 教育部 9,312,848

15 (S10600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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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176 是 教育部 1,215,176

16
(S10600192)106學年度第一學
期【個人電腦之主機、顯示器及
筆記型電腦】聯合採購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個人電腦
之主機、顯示器及筆記型電腦】
聯合採購

公開招標_最低標
12642845
廣英資訊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

2,690,000 否

17 (S10600317)EBSCOhost-
ASP+BSC、HTC、ERC

EBSCOhost-ASP+BSC、
HTC、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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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520 是 教育部 2,118,520

18 (S10600239)國際學苑-青果合
作大樓空間整修工程

國際學苑-青果合作大樓空間整
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0230314
琮祐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
司

1,689,368 否

19 (S10600359)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限制性招標_共同供
應契約

A07191
IEEE

2,717,295 是 教育部 2,71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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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10600366)全校保全服務系統
招標案

全校保全服務系統招標案 跨學年後續採購
23316868
天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3,379,200 否

21 (S10600395)SciFinder資料庫 SciFinder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_共同供
應契約

24345623
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587,000 是 教育部 1,587,000

22 (S10600374)校園電梯定期檢查
保養契約

校園電梯定期檢查保養契約
限制性招標_獨家議
價

16786890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000 否

23 (S10600187)科技大樓、人文大
樓、管理學院電梯汰換

科技大樓、人文大樓、管理學院
電梯汰換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2443081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
司

3,800,000 否

24 (S10600386)粉末X光繞射儀 粉末X光繞射儀
限制性招標_獨家議
價

A08191
Rigaku Corporation

1,420,000 是 科技部 1,420,000

25 (S10600396)男六棟宿舍浴廁整
修工程

男六棟宿舍浴廁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0083592
新工法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1,049,000 否

26 (S10600415)M025電腦教室主
機更新案

M025電腦教室主機更新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70771557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189,955 是 教育部 2,189,955

27 (S10600427)校園建築物公共安
全改善工程

校園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0230314
琮祐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
司

2,276,251 否

28 (S10600470)第二教學區刈草勞
務

第二教學區刈草勞務 公開招標_最低標
42871226
順翊工程有限公司

1,090,000 否

29 (S10600443)科技路水源管路埋
設工程（配至生科系發電機房）

科技路水源管路埋設工程（配至
生科系發電機房）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3876917
鴻成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6,650,000 否

30 (S10600443)科技路水源管路埋
設工程（配至生科系發電機房）

科技路水源管路埋設工程（配至
生科系發電機房）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3876917
鴻成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6,650,000 否

31 (S10600527)參加107年度台灣
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費用

參加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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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10600560)熱流式-熱示差掃
描分析儀採購案

熱流式-熱示差掃描分析儀採購
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894361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1,260,000 否

33 (S10600648)二期補領使用執照
二棟庫房拆除後景觀整建工程

二期補領使用執照二棟庫房拆除
後景觀整建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5,990,000 否

34 (S10600652)數位學習平台管理
系統建置案

數位學習平台管理系統建置案
限制性招標_最有利
標

54712195
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1,970,000 否

35 (S10600659)化材系單操實驗室
整修工程

化材系單操實驗室整修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3970151
實驗家工程有限公司

2,350,000 否

36 (S10600611)學生活動中心學生
社辦高壓電設備改善工程

學生活動中心學生社辦高壓電設
備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52811613
中源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1,990,000 否

37
(S10600689)106年無障礙設施
改善工程-圖書館無障礙電梯改
善工程

106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圖
書館無障礙電梯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2,237,000 否

38

(S10600691)(S10600692)(S10
600635)校園生活共享平台 （
THU-connect、THU-Insight、
THU-Bot） 資訊系統建置採購
案

校園生活共享平台 （THU-
connect、THU-Insight、THU-
Bot） 資訊系統建置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_最有利
標

53195481
豐盛資訊有限公司

2,200,000 是 教育部 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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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10600684)銘賢堂固定式桌椅
更換工程

銘賢堂固定式桌椅更換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27471566
泰禎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1,750,000 否

40
(S10600688)體育館無障礙廁所
改善案及連接體育館無障礙電梯
坡道改善案

體育館無障礙廁所改善案及連接
體育館無障礙電梯坡道改善案

公開招標_最低標
42686117
倢晟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2,449,483 否

41 (S10600730)513收費停車場擴
充規劃第二期工程

513收費停車場擴充規劃第二期
工程

公開招標_最低標
84980181
展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2,01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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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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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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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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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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