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結合頭戴式虛擬實境顯示器與動作感應之神經調控實驗系統 3D IC晶圓接合機 1台 公開招標 群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00,000 否

是 教育部 350,000

是 科技部 1,400,000

3 聚焦離子顯微系統(FIB)維修及零件更換採購一式 聚焦離子顯微系統(FIB)維修及零件更換採購一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美商飛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441,440 是 科技部 1,441,440

4 蒸鍍腔一套 蒸鍍腔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俊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 是 科技部 1,400,000

5 半導體參數分析系統一套 半導體參數分析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是 科技部 2,245,000

6 兩聲道類比/數位音頻分析儀一台 兩聲道類比/數位音頻分析儀一台 公開招標 品勛科技有限公司 1,777,820 是 教育部 1,777,820

7 邏輯分析儀一套 邏輯分析儀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8,830 是 教育部 1,378,830

8 Covaris M220可調式焦距超音波振盪粉碎機一套 Covaris M220可調式焦距超音波振盪粉碎機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90,000 是 教育部 960,000

9 精密研磨拋光系統一組 精密研磨拋光系統一組 公開招標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0 否

是 教育部 1,0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11 高速光纖交換器一套 高速光纖交換器一套 公開招標 擎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0,000 是 科技部 380,000

12 手套箱用有機蒸鍍系統一套 手套箱用有機蒸鍍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實茂實業有限公司 1,450,000 是 科技部 450,000

13 高解析度螢光影像流式細胞儀(ImageStreamX Mark II)一台 高解析度螢光影像流式細胞儀(ImageStreamX Mark II)一台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 是 科技部 14,000,000

14 32CH無線腦波32CH無線腦波帽及資料傳輸系統一套 32CH無線腦波32CH無線腦波帽及資料傳輸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時洋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900,000 是 教育部 1,128,000

15 微波測試系統一套 微波測試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安立知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是 科技部 1,800,000

16 無線通訊系統實驗平台一批 無線通訊系統實驗平台一批 公開招標 成彥科技有限公司 1,330,000 否

17 高效液相層析儀一套 高效液相層析儀一套 公開招標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是 科技部 1,350,000

18 模組式多晶片高容量FPGA驗證平台(FPGA platform for prototyping)一套模組式多晶片高容量FPGA驗證平台(FPGA platform for prototyping)一套公開招標 和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否

19 飛秒高頻脈衝雷射放大器與冷卻水循環系統 飛秒高頻脈衝雷射放大器與冷卻水循環系統 公開招標 UAB MGF  Sviesos  Konversija 8,250,000 是 科技部 8,250,000

20 3.5G氮化鎵元件功率模組 3.5G氮化鎵元件功率模組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Ferdinand-Braun-Institut 1,140,000 否

是 教育部 3,000,000

是 科技部 12,000,000

是 教育部 1,700,000

是 科技部 310,000

23 雙束聚焦離子束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雙束聚焦離子束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公開招標 TESCAN Brno s.r.o. 17,667,000 否

24 網路交換器一批 網路交換器一批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麟銳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25 圖書館有線網路佈建 圖書館有線網路佈建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0 否

26 不斷電系統更換 不斷電系統更換 公開招標 萬泰峰企業有限公司 2,000,000 是 科技部 2,000,000

27 MATLAB軟體全校授權3年 MATLAB軟體全校授權3年 公開招標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50,000 否

28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內專屬骨幹網路連線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內專屬骨幹網路連線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14,200,000 否

29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際連線服務案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際連線服務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電信分公司 13,900,000 否

30 微軟教職員及學生全校授權方案一年 微軟教職員及學生全校授權方案一年 公開招標 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08,370 否

31 105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 105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2,150,000 否

32 大臺北都會區費率結構數據分析暨視覺化決策網站開發 大臺北都會區費率結構數據分析暨視覺化決策網站開發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創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33 國立交通大學105年專利申請服務採購(預約式開口契約) 國立交通大學105年專利申請服務採購(預約式開口契約)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寰瀛法律事務所,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16,795,000 否

34 105年度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定向育成培育 105年度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定向育成培育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豪覓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35 105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105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公開招標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560,000 否

36 在一維及二維異質界面上集成次十奈米高度微縮鰭式場效電晶體的系統單晶片在一維及二維異質界面上集成次十奈米高度微縮鰭式場效電晶體的系統單晶片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6,300,000 否

37 實驗用豬隻14隻之供應及手術飼養照護 實驗用豬隻14隻之供應及手術飼養照護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豬博士動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9,000 是 教育部 1,149,000

38 105年度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廣宣-成果展」 105年度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廣宣-成果展」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39 光復校區學生十二宿舍電梯汰換統包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竹分公司 6,500,000 否 無 0

40 光復校區羽球館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丞志營造有限公司 4,100,000 否 無 0

41 大學村頂樓防水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1,601,000 否 無 0

42 104年度職務宿舍騰空戶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德鎧營造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無 0

43 工三館戶外地坪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春鴻營造有限公司 2,601,428 否 無 0

44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鹿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300,000 否 無 0

45 光復校區D機車棚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聖坤營造有限公司 29,750,015 否 無 0

46 新增外氣空調箱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立騏工程有限公司 3,899,916 否 無 0

47 工三館115階梯教室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亨元企業有限公司 1,564,144 否 無 0

2,010,000

OXFORD INSTRUMENTS PLASMA TECHNLOGY

22 專業光交換設備 專業光交換設備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CoAdna (H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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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導電性材料活性離子蝕刻系統 導電性材料活性離子蝕刻系統 公開招標

高速即時取樣示波器一台 高速即時取樣示波器一台 公開招標 洛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高真空蒸鍍系統一套 高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公開招標

3.變賣淨收入＝售價－處理費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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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104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5年2月1日至105年7月31日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序號 採購名稱
採購品項
（註2）

辦理方式
（註3）

得標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註4)

16,250,000

2 高真空蒸鍍系統一套

1.土地處分皆須於本表揭露處分情形。

2.除土地外之其他資產成本超過1,000萬元以上及學校認為重大之資產處分(含報廢)，應於本表揭露處分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