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2022年西文期刊乙批 2022年西文期刊乙批 公開招標 EBSCO International,Inc.       12,240,451 是 教育部    12,240,451

2 110學年商業火災綜合險 110學年商業火災綜合險 廠商報價單(三家) 新光產物保險（股）公司        7,112,453 否

3
續訂2022 SDOL資料庫

(Core electronic

subscription fee)

續訂2022 SDOL資料庫

(Core electronic

subscription fee)

共同供應契約 Elsevier B.V.        5,390,235 是 教育部     5,390,235

4
微軟授權及卡巴斯基防毒

軟體授權

微軟授權及卡巴斯基防毒

軟體授權
公開招標 長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是 教育部     3,600,000

5 智慧製造系統 智慧製造系統 限制性招標 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61,325 是 教育部     3,061,325

6 續訂2022年IEL資料庫 續訂2022年IEL資料庫 共同供應契約 涵堂資訊有限公司        3,005,784 是 教育部     3,005,784

7
續訂2022 springerlink

(continuing access)

續訂2022 springerlink

(continuing access)
共同供應契約

Springer Nature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GmbH
       2,966,379 是 教育部     2,966,379

8
活動中心及環校道路監視

系統設備(含架設、施工、

配管、配電)

活動中心及環校道路監視

系統設備(含架設、施工、

配管、配電)

公開招標 召揚國際有限公司        2,061,500 是 教育部     1,016,500

9
單箱混料AI智能撿貨系統

租借(賃)

單箱混料AI智能撿貨系統

租借(賃)
限制性招標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1,980,000 否

10
奈米粒徑及介面電位分析

儀

奈米粒徑及介面電位分析

儀
校內公開招標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880,000 否     1,880,000

11
續訂2022年SDOL資料庫

(Content.subject fee)

續訂2022年SDOL資料庫

(Content.subject fee)
共同供應契約 Elsevier B.V.        1,839,482 是 教育部     1,839,482

12 110-1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110-1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校內公開招標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23,539 是 教育部       433,050

13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採購電子書乙批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採購電子書乙批
委託法人或團體代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00,000 否

14 110-2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110-2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校內公開招標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75,978 是 教育部       421,100

15
互動式電子白板及環控系

統

互動式電子白板及環控系

統
公開招標 富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24,127 是 教育部     1,624,127

16 R3312智慧教室設備一批 R3312智慧教室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景懋科技有限公司        1,463,000 是 教育部     1,463,000

17 X光管 X光管 限制性招標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公司        1,450,000 否     1,450,000

18 續訂2022年SCOPUS資料庫 續訂2022年SCOPUS資料庫 共同供應契約 Elsevier B.V.        1,439,209 是 教育部     1,439,209

19 網路設備一批 網路設備一批 公開招標 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0,000 是 教育部     1,370,000

20 電腦主機(含螢幕) 電腦主機(含螢幕) 共同供應契約 元盈電腦資訊有限公司        1,339,000 是 教育部     1,339,000

21
LED WALL即時虛擬製作攝

影棚

LED WALL即時虛擬製作攝

影棚
公開招標 夢想創造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是 教育部     1,250,000

22 續訂2022年ACS化學期刊 續訂2022年ACS化學期刊 限制性招標  長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50,000 是 教育部     1,250,000

23 PaloAlto防護授權 PaloAlto防護授權 公開招標 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9,500 是 教育部     1,249,500

24
活動中心屋頂防水更新

工程

活動中心屋頂防水更新

工程
公開招標 岳府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3,756,076   否

25
一、二、三館各樓層給

水管更新工程

一、二、三館各樓層給

水管更新工程
公開招標 精技企業社 1,500,000   否

26
五館外牆防水填縫材更

新

五館外牆防水填縫材更

新
公開招標 郁霖工程有限公司 5,455,006   否

27

二、三館地下室變電站

低壓盤總開關ACB更新工

程

二、三館地下室變電站

低壓盤總開關ACB更新工

程

公開招標 中正電機有限公司 1,685,712   否

28
活動中心及男一舍、女

一舍耐震詳細評估

活動中心及男一舍、女

一舍耐震詳細評估
公開招標 黃昭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360,000   否

29
游泳池地下室熱泵儲熱

桶汰換工程

游泳池地下室熱泵儲熱

桶汰換工程
公開招標 永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3,999   否

30 學生宿舍屋頂防水更新 學生宿舍屋頂防水更新 公開招標 智利達企業有限公司 7,797,824   否

31
學生宿舍電氣室無熔絲

開關更新

學生宿舍電氣室無熔絲

開關更新
公開議(比)價 中正電機有限公司 5,680,000   否

32

一館東側2樓男女廁所、

二館6樓男女廁所及六館

1樓男女廁改善工程

一館東側2樓男女廁所、

二館6樓男女廁所及六館

1樓男女廁改善工程

公開招標 隆準營造(股)公司 7,800,000   否

元智大學110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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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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接受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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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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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