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高真空鍍膜系統一套 高真空鍍膜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高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37,500 是 科技部 10,000,000  

2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內專屬骨幹網路連線服務案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網路暨友校國內專屬骨幹網路連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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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0,000 否

3 光復校區竹軒宿舍高架床組規劃、購置及安裝採購案 光復校區竹軒宿舍高架床組規劃、購置及安裝採購案 公開招標 蓁億室內裝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30,597 否

4 晶片對晶圓接合機 晶片對晶圓接合機 公開招標 SET Corporation SA 10,969,498 是 科技部 7,00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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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0,000 否

6 107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107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公開招標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8,520,000  否

7 新創團隊輔導執行彙整與稽核 新創團隊輔導執行彙整與稽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創新育成聯盟協會 7,136,000  否

8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大樓網路建置案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大樓網路建置案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6,938,000  否

9 GPU運算伺服器與GPU運算卡 GPU運算伺服器與GPU運算卡 公開招標 新杰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70,000  是 教育部 5,670,000   

10 閉迴路深腦刺激臨床測試驗證系統 閉迴路深腦刺激臨床測試驗證系統 公開招標 Alpha Omega Engineering Ltd. 4,967,430  是 科技部 5,000,000   

是 科技部 450,000

是 教育部 4,50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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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75,000  是 教育部 3,900,000   

13 基因體定序服務 基因體定序服務 公開招標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35,000  是 教育部 4,977,000   

14 128頻道MRI相容腦電圖儀一套 128頻道MRI相容腦電圖儀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企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70,000  是 教育部 3,870,000   

15 深度學習伺服器一套 深度學習伺服器一套 公開招標 敦陽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440,000  否

16 資料倉儲建置 資料倉儲建置 公開招標 麗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  是 教育部 3,480,000   

17 107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 107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3,035,000  否

18 不斷電系統更新案 不斷電系統更新案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 2,818,880  否 教育部 2,818,880   

19 氮化鎵高頻功率元件晶片20片 氮化鎵高頻功率元件晶片20片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日商伊藤忠吉普世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 2,750,000  否

20 電子資訊研究大樓教學研究用人工智慧機房建置一式 電子資訊研究大樓教學研究用人工智慧機房建置一式 公開招標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20,000  是 教育部 3,100,000   

21 電冰箱556台 電冰箱556台 公開招標 福盛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2,718,840  否

22 100G骨幹路由器擴充模組 100G骨幹路由器擴充模組 公開招標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680,650  否

23 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 國際高教培訓暨認證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Advance HE 2,472,169  是 教育部 2,520,000   

是 科技部 500,000

是 教育部 1,600,000

25 視覺化呈現與相關介面 視覺化呈現與相關介面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00,000  否

26 5G iMEC行動網路邊緣雲平台一套 5G iMEC行動網路邊緣雲平台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000,000  是 教育部 2,000,000   

27 氮化鎵(GaN)功率元件高壓高流直流與脈衝量測系統一套 氮化鎵(GaN)功率元件高壓高流直流與脈衝量測系統一套公開招標 宇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500  是 教育部 2,000,000   

28 圖書館圖書及物品設備搬遷 圖書館圖書及物品設備搬遷 公開招標 華威搬家貨運有限公司 1,955,980  否

29 德基水庫-上游河道水砂監測設施、壩前分層含砂水流監測設施、排洪設德基水庫-上游河道水砂監測設施、壩前分層含砂水流監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至廣發工業有限公司 1,950,000  否

30 國立交通大學107年實驗室廢液清除處理案 國立交通大學107年實驗室廢液清除處理案 公開招標 南科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1,890,000  否

31 數位顯微鏡系統一套 數位顯微鏡系統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1,885,000  是 科技部 1,960,000   

32 107年度學生宿舍清潔維護案 107年度學生宿舍清潔維護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唐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1,879,143  否

33 2018美感課程成果展策展規劃 2018美感課程成果展策展規劃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青沐室內裝修設計工作室 1,785,000  否

34 實驗室新購設備一批 實驗室新購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宥溏有限公司 1,700,000  是 科技部 1,740,000   

35 節水及永續產業技術輔導 節水及永續產業技術輔導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1,600,000  否

36 節水輔導成果揭露及宣導 節水輔導成果揭露及宣導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550,000  否

37 應用旅次特性大數據精進公共運輸服務計畫信令資料處理 應用旅次特性大數據精進公共運輸服務計畫信令資料處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30,000  否

38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國立高雄大學 1,500,000  否

39 實驗室新購設備一批 實驗室新購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金永德實驗室設備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40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國立臺灣大學 1,500,000  否

41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創意節水新思維或新構想規劃研究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逢甲大學 1,500,000  否

42 新型光纖光柵井下多深?溫度與水壓監測棒 新型光纖光柵井下多深?溫度與水壓監測棒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0,000  否

43 樹木修剪.防治暨災害搶修工作案 樹木修剪.防治暨災害搶修工作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廣容綠化有限公司 1,475,000  否

44 自駕車場域模擬軟體一套 自駕車場域模擬軟體一套 公開招標 思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0  是 科技部 1,730,000   

45 多埠元件真空變溫量測系統一套 多埠元件真空變溫量測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智果整合有限公司 1,450,000  否

46 植入式整合型生醫元件晶片製作一式 植入式整合型生醫元件晶片製作一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60,000  否

47 LiDAR高階設備一台 LiDAR高階設備一台 公開招標 科藝儀器有限公司 1,320,000  否

48 Palgrave 2015版權年電子書一批 Palgrave 2015版權年電子書一批 公開招標 綠保股份有限公司 1,320,000  否

是 科技部 750,000

是 教育部 750,000

50 EPS智權管理系統升級及擴充 EPS智權管理系統升級及擴充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新穎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  是 教育部 1,455,000   

51 水平水洞一套 水平水洞一套 公開招標 瑞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98,000  是 科技部 600,000     

52 伺服器4台 伺服器4台 公開招標 新杰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5,000  否

53 凝膠滲透層析儀一套 凝膠滲透層析儀一套 公開招標 TOSOH CORPORATION 1,097,349  否

54 曾文溪土砂監測及資源運移特性研究 曾文溪土砂監測及資源運移特性研究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逢甲大學 1,000,000  否

55
個人電腦主機53台及個人電腦顯示器53台

 

(ASUS VS229NR) 共同供應契約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381,180  否

56 冷壁式化學氣相沉積系統一套 冷壁式化學氣相沉積系統一套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優材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  是 科技部 4,000,000   

57 雲端大數據計算伺服器一套 雲端大數據計算伺服器一套 公開招標-科研採購 鴻海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3,300  是 科技部 2,213,300   

58 適用於遊戲AI與機器學習之雲端層級GPU電腦運算資源使用費 適用於遊戲AI與機器學習之雲端層級GPU電腦運算資源使公開招標-科研採購 英屬開曼群島商優必達有限公司 2,106,000  是 科技部 2,106,000   

59 高功率超連續白光光纖雷射一台 高功率超連續白光光纖雷射一台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鼎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8,000  是 科技部 1,798,000   

60 氮化鎵高頻元件晶片10片 氮化鎵高頻元件晶片10片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日商伊藤忠吉普世股份有限公司 1,356,000  是 科技部 1,356,000   

61 高功率元件高低溫晶圓探針量測機一套 高功率元件高低溫晶圓探針量測機一套 公開招標-科研採購 稚欣科技有限公司 1,245,000  是 科技部 1,245,000   

62 深度強化式學習技術之應用研究－GPU電腦運算資源使用費 深度強化式學習技術之應用研究－GPU電腦運算資源使用費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104,000  是 科技部 1,104,000   

63 65奈米CMOS晶圓代工製造一式 65奈米CMOS晶圓代工製造一式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090,000  是 科技部 1,090,000   

64 電子束直寫式微影設備維修一式 電子束直寫式微影設備維修一式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捷歐股份有限公司 1,485,000  是 科技部 1,485,000   

65 VDI微波訊號升降頻器 VDI微波訊號升降頻器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   1,600,000 是 科技部 1,600,000

66 107學年度「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研院」每週二、四區間車租賃案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研院每週二、四區間車租賃案 公開招標 久勝遊覽車客運有限公司 931,500    否

67 樹木修剪.防治暨災害搶修工作案 樹木修剪.防治暨災害搶修工作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廣容綠化有限公司 1,475,000  否

68 研三舍增設圍籬欄杆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禾實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69 博愛校區生醫工程大樓8-10樓牆面泥作及粉刷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大郁土木包工業   1,660,000 否

70 研三舍增設門窗、百葉、頂棚等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鵬宇營造有限公司 2,848,000  否

71 107年光復校區環校道路及鄰近區域AC鋪面改善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坤偉營造有限公司 4,870,000  否

72 竹軒浴廁改善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聯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330,000  否

73 光復校區工程五館九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雙甲營造有限公司 3,872,000  是 教育部 3,872,000   

74 體育館FIBA木地板更新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振永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7,700,000  否

75 交通大學教學館舍工程三館供電站穩壓設備改善工程案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智景有限公司 8,150,000  否

76 光復校區工程二館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3,910,000  是 教育部 3,910,000   

77 中正堂(校長講座教室)屋頂及周邊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6,500,000  是 教育部 6,500,000   

78 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2-3樓室內裝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大奇摩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00 否

79 光復校區十舍1樓浴廁修繕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甲木林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2,514,000 否

80 國立交通大學工三館114階梯教室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統正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320,000 是 教育部 1,320,000

81 人社一館一樓、三樓空間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統正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5,300,000 是 教育部 3,700,000

註：

高溫膠體滲透層析儀 公開招標 TOSOH CORPORATION

植入式神經調控系統晶片製作一式 植入式神經調控系統晶片製作一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80,000  

高階光達設備一套 高階光達設備一套 公開招標 科藝儀器有限公司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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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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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項及採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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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溫膠體滲透層析儀

國立交通大學106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7年2月1日至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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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4

49

4,74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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