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台北辦公室租賃一式 台北辦公室租賃一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長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 否

2 傅立葉紅外光譜儀1套 傅立葉紅外光譜儀1套 公開招標 利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95,000 是 科技部 1,310,000

3 高雄市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即時監測系統乙式 高雄市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即時監測系統乙式 公開招標 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60,000 否

4 模組晶片製作一式 模組晶片製作一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1,524,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5 實驗設備一批 實驗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4,532,000 否

6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製作一式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製作一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5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7 600MHz核磁共振儀功率放大器一式 600MHz核磁共振儀功率放大器一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否

8 可調變波長雷射一台 可調變波長雷射一台 公開招標 龍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是 科技部 400,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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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000 是 科技部 1,588,900

10 高性能叢集計算系統 高性能叢集計算系統 公開招標 強盛數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386,000 是 科技部 1,388,353

11 Flow-3D流體力學計算軟體1套 Flow-3D流體力學計算軟體1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泓崴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12 是 科技部 1,450,000

13 是 教育部 150,000

14 超高靈敏偵測系統及共軛焦專用物鏡 超高靈敏偵測系統及共軛焦專用物鏡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美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750,000 否

15 能量分散光譜儀一套 能量分散光譜儀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2,749,000 否

16 應用軟體系統/MedeA一套軟體 應用軟體系統/MedeA一套軟體 公開招標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60,000 是 科技部 1,595,745

17 是 科技部 1,000,000

18 是 教育部 3,800,000

19 粒子尺寸及界達電位分析儀一套 粒子尺寸及界達電位分析儀一套 公開招標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0 否

20 高速信號產生器乙台 高速信號產生器乙台 公開招標 光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5000 是 科技部 1,300,000

21 信號品質分析儀-誤碼率偵測器模組一套 信號品質分析儀-誤碼率偵測器模組一套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安立知股份有限公司 2877172 是 科技部 2,950,000

22 新型光纖光柵溫度、壓力、水質與灌水管路整合型感測器一批新型光纖光柵溫度、壓力、水質與灌水管路整合型感測器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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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否

23 高頻氮化鎵元件晶片10片 高頻氮化鎵元件晶片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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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310,000 否

24 數位化微滴聚合?反應分析儀 數位化微滴聚合?反應分析儀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辰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625,000 是 教育部 3,700,000

25 伺服器 伺服器 公開招標 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50,000 否

26 熱機械分析儀一台 熱機械分析儀一台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795,000 是 教育部 1,900,000

27 介電質蝕刻系統一套 介電質蝕刻系統一套 公開招標 SAMCO INC 13,483,200 是 科技部 4,000,000

28 桌上型電子顯微鏡一套 桌上型電子顯微鏡一套 公開招標 JEOL LTD. 2,103,730 是 科技部 2,200,000

29 半導體參數分析儀一台 半導體參數分析儀一台 公開招標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1,682,915 是 教育部 1,800,000

30 視訊系統建置案 視訊系統建置案 公開招標 圓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70,000 否

31 109年中文圖書採購(含簡編) 109年中文圖書採購(含簡編) 公開招標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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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13,560,000 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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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0,000 否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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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000 否

35 安全文化與知悉度問卷調查 安全文化與知悉度問卷調查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0,000 否

36 港尾子溪排水防洪構造物檢測 港尾子溪排水防洪構造物檢測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標達工程檢測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37 平流層無人飛船系統整合設計、通訊與電子偵蒐酬載評估研究平流層無人飛船系統整合設計、通訊與電子偵蒐酬載評估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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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否

38 新創團隊補助執行與稽核 新創團隊補助執行與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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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否

39 港尾子溪排水系統風險處理對策 港尾子溪排水系統風險處理對策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否

40 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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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0,000 否

41 外傘頂洲周邊海域水深地形補充調查 外傘頂洲周邊海域水深地形補充調查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1,040,000 否

42 大用水戶節水及模廠示範輔導 大用水戶節水及模廠示範輔導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清盺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2,940,000 否

43 第三屆APX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服務案 第三屆APX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服務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慈育志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900,000 否

44 新北市智慧防汛平台建置 新北市智慧防汛平台建置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昕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30,000 否

45 109年度實驗室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C-0399)清理案 109年度實驗室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C-0399)清理案 公開招標 琦太事業有限公司 1,140,000 否

46 磺溪流域河道斷面及地形測量 磺溪流域河道斷面及地形測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振東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980,000 否

47 109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第2次後續擴充) 109年度污水處理廠操作維護案(第2次後續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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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5,000 否

48 國立交通大學資安技術檢核服務案 國立交通大學資安技術檢核服務案 公開招標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35,000 是 教育部 2,700,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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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320 是 教育部 3,700,000

50 AI/IOT感測裝置開發一式 AI/IOT感測裝置開發一式 公開招標 源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80,000 否 4,980,00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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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998,000 是 科技部 998,000

52 毫米波高頻高功率氮化鎵磊晶片 毫米波高頻高功率氮化鎵磊晶片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鎵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5,300 否 825,300

53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一式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一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700,000 否 1,700,000

54 4吋Prime等級高純度半絕緣碳化矽單晶片 4吋Prime等級高純度半絕緣碳化矽單晶片 公開招標 新銳先進材料有限公司 1,344,000 是 教育部 1,344,000

55 氮化鎵高頻元件晶片14片 氮化鎵高頻元件晶片14片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1,098,210 是 科技部 1,098,210

56 無線通訊綜合測試儀－物聯網技術軟體授權 無線通訊綜合測試儀－物聯網技術軟體授權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台灣羅德史瓦茲有限公司 1,980,000 是 教育部 1,980,000

57 高雄市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即時監測系統乙式 高雄市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即時監測系統乙式 公開招標 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否 1,500,000

58 模組晶片製作一式 模組晶片製作一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1,6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59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製作一式 12吋矽晶圓中介層製程開發製作一式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6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60 租賃非全時全新四輪傳動油電車 租賃非全時全新四輪傳動油電車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995,000 否

61 超高靈敏偵測系統及共軛焦專用物鏡 超高靈敏偵測系統及共軛焦專用物鏡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美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850,000 是 教育部 2,850,000

62 1109年半導體設備維護暨耗材採購一式 1109年半導體設備維護暨耗材採購一式 公開招標 新嘉科技有限公司 1,960,2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63 PPG量測讀取電路量產產線確認與試產 PPG量測讀取電路量產產線確認與試產 公開招標(科研採購) 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20,250 是 科技部 4,520,250

64 高波長IR LED軟性感測貼片開發案 高波長IR LED軟性感測貼片開發案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138,850 是 科技部 2,138,850

65 高效能iMEC平台技術研究案 高效能iMEC平台技術研究案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66 AI畫框導入智慧建築之研究案 AI畫框導入智慧建築之研究案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格程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是 科技部 2,000,000

67 AI病蟲害預警系統研究案 AI病蟲害預警系統研究案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農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是 科技部 2,000,000

68 5G基地台gNB與核心網路互通測試分析研究案 5G基地台gNB與核心網路互通測試分析研究案 限制性招標(科研採購)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00,000 是 科技部 1,000,000

69 高解析顯微拉曼螢光光譜影像分析系統一套 高解析顯微拉曼螢光光譜影像分析系統一套 最低標(科研採購) WITec GmbH 4,960,000 是 科技部 4,960,000

70 功率元件分析儀一套 功率元件分析儀一套 最低標(科研採購)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1,600,000 是 科技部 1,600,000

71 高速採樣示波器及65-GHZ光速度/80-GHZ電速度之模組升級 高速採樣示波器及65-GHZ光速度/80-GHZ電速度之模組升級 最低標(科研採購)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1,400,000 是 科技部 1,400,000

72 IEEE/ 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資料庫 IEEE/ 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資料庫 共同供應契約 涵堂資訊有限公司 3,920,990 否

73 ScienceDirect Subject Collection電子期刊資料庫_O2020010700004 ScienceDirect Subject Collection電子期刊資料庫_O20200107000043 共同供應契約 Elsevier B. V. 3,160,000 否

74 大同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50台 大同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50台 共同供應契約 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 3,375,450 否

75 禾聯HERAN隱藏式冷氣機15台 禾聯HERAN隱藏式冷氣機15台 共同供應契約 得興電器有限公司 1,012,470 否

76 大同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58台 大同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58台 共同供應契約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3,651,746 否

77 電腦53台及顯示器39台 電腦53台及顯示器39台 共同供應契約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564,428 是 教育部 1,564,428

78 光復校區工程五館大廳及教室改善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最低標決標 駿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3,245,294 是 教育部 2,965,145

79
桃園青埔全球校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前置作業計畫」

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
勞務案 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128,000 否

80 動力船模測試用水槽設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華哲土木包工業 0

81 台南校區產學研合作平台#2電梯安裝工程 工程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0

82 光復校區12舍交誼空間裝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翰琨營造有限公司

83 本校第二餐廳發電機更新及配置緊急電源案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儒鑫工程有限公司

84 光復校區環校道路西側AC鋪面及瓦斯管線改善等2件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鑫風營造有限公司

85 光復校區光環境統包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企立股份有限公司

86 光復校區研三舍周邊景觀步道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鴻錦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87 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八樓第三會議室暨廁所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燁龍室內裝修規劃工程社

88 博愛校區緊急求救系統建置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騰廣科技有限公司

89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宿舍拆除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大永陞營造有限公司

90 博愛校區新設停車場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裕全工程有限公司

91 奈米中心冰水主機更新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源茂工程有限公司

92 工五館B1-2F廁所修繕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鹿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93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工程四館冷卻水管路汰換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和盛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94 工程四館3F-6F北側廁所修繕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一二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95 光復校區環保大樓貨梯更新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立川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96 綜合球館屋頂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崇碩營造有限公司

97 光復校區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屋頂及周邊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立工營造有限公司

98 博愛校區奈米中心冰水主機更新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承寬有限公司

99 固態電子資訊大樓屋頂鐵皮拆除暨防水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言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0 2019九龍村群賢樓職務宿舍頂樓防水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新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1 光復校區工程五館八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102 光復校區工程六館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103 活動中心一樓美感教學空間及四樓多功能教室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歐亞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104 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空間整修統包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全聯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教育部 47,000,000

105 博愛校區實驗二館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聖志企業有限公司 是 教育部 3,680,000

106 工程一館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王麒營造有限公司 是 教育部 3,175,000

107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校區生醫大樓AI資訊機房建置案 工程案 公開招標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

108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校區生醫大樓九樓電源增設工程 工程案 公開招標 奇銘電機有限公司

109 樹木修剪.防制暨災害搶修工作案 勞務案 限制性招標 廣容綠化限公司(投標廠商，評選中尚未決標) 否 1,926,000        

新嘉科技有限公司 1,899,000

國立交通大學108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9年2月1日至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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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000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招標高解析奈米粒徑及電位分析儀一套

1109年半導體設備維護暨耗材採購一式 1109年半導體設備維護暨耗材採購一式

高解析奈米粒徑及電位分析儀一套

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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