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運動場整修工程 運動場整修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臺灣優力建材有限公司              5,700,000 否

2 活動中心4.5.7樓及A棟3樓廁所整修工程
活動中心4.5.7樓及A棟3樓
廁所整修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東宜營造有限公司              2,260,000 否

3 校園土木維修工程 校園土木維修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東宜營造有限公司              1,058,000 否

4 體適能中心整修工程 體適能中心整修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弘揚企業社              2,650,000 否

5 實驗室水電工程 實驗室水電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冝烽企業有限公司              1,400,000 否

6 整體獎勵補助飛行模擬系統操作主機46台 電腦主機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利洋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1,438,000 是 教育部           1,438,000

7 整體獎勵補助航空發動機修護設備一批

工具車組、發動機頂高

架、發動機修護架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億道實業有限公司              1,345,000 是 教育部           1,345,000

8 整體獎勵補助校園監控系統擴充設備一批

校園安全即時監控系統中

央管理器、網路備援儲存

伺服器、網路攝影主機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紹瑄科技有限公司              1,140,000 是 教育部           1,140,000

9 優化技職校院計畫補助3D繪圖教學主機20台 繪圖教學主機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光揚資訊有限公司              1,070,000 是 教育部           1,070,000

10 優化技職校院計畫補助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軟體20套 輔助設計製造軟體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光揚資訊有限公司              1,030,000 是 教育部           1,030,000

11 優化技職校院計畫補助航空複合材料修護檢測儀器設備一

批

修補疊層加溫控制器、航

空標準型加溫毯、測溫探

頭焊接器、複合材料結構

標準研磨工具組、無油式

真空泵、真空探漏器、碳

纖結構標準試板、複材超

音波檢測器、90度研磨

機、研磨架、研磨盤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沅中儀器有限公司              4,320,000 是 教育部           4,320,000

萬能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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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教育部           2,240,00012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優化技職校院計畫補助航空複合材料製作實習儀器設備一

批

布捲架、冷凍櫃、冷藏

櫃、溫溼度記錄器、工業

用除濕機、天平、裁布

桌、黏合桌、紅外線烤

黎銘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2,240,000



13 能源改善空調設備一批

7.2KW分離式冷氣、5.0KW
分離式冷氣、3.6KW分離

式冷氣、2.8KW分離式冷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承達冷氣工程行              1,700,000 是 桃園市政府              427,500

15 外文期刊一批 外文期刊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EBSCO International, Inc.              1,150,000 否

16 覺民館發電機更換集中山堂消防配電工程
覺民館發電機更換集中山

堂消防配電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冝烽企業有限公司 1,200,000 否

17 車輛修護廠新建工程
車輛修護廠新建工程(設計

費)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邱木城建築師事務所 1,250,000 否

18 車輛修護廠工程 車輛修護廠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東宜營造有限公司 13,600,000 否

19 車輛修護廠水電消防工程 車輛修護廠水電消防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冝烽企業有限公司 3,100,000 否

20 中山堂及覺民館消防排煙設備工程
中山堂及覺民館消防排煙

設備工程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東宴消防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950,000 否

21 整體獎勵補助車輛工程教學設備一批(A002)

電腦控制汽油噴射引擎汽

車、油電混合車汽車、電

子式柴油噴射引擎汽車、

廢氣分析儀、快速充電

機、直列式柴油引擎示教

台、高壓分油盤式(VE)柴
油引擎示教台、精密量具

車組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連克有限公司 6,080,000 是 教育部           6,080,000

22 整體獎勵補助汽車車胎定位等儀器設備一批(A004)
汽車3D四輪定位機設備、

汽車拆胎機、汽車輪胎平

衡機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大城輪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70,000 是 教育部           1,070,000

23 整體獎勵補助電競與3D繪圖教學主機41台(A016) 電腦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利洋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2,050,000 是 教育部           2,050,000

24 整體獎勵補助機車工程教學設備一批 (A018)

化油器引擎機車、汽油噴

射引擎機車、鍊條驅動型

機車、機車診斷儀器、廢

氣分析儀、機車輪胎拆胎

機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億道實業有限公司 1,200,000 是 教育部           1,200,000

25 整體獎勵補助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硬體設備一批(A019)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伺服器、資

料庫軟體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40,000 是 教育部           3,540,000

否
配線盤電路佈線訓練模

組、控制電路訓練模組、
14 室內裝修配線及工業配線檢定訓練器材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龍創有限公司              1,850,000



26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地勤服務模擬教室設備一批 (A028)

自助通關模擬系統、乘客

報到軟體、航空行李輸送

系統、行李安檢虛擬系

統、行李電子磅秤、航班

資訊顯示螢幕、網路集線

器、報到櫃台、報到櫃台

電腦、列印輸出機、自助

報到櫃台系統機、手動式

隨身行李安檢輸送帶、隨

身行李安檢模擬系統、模

擬安檢門、證照查驗櫃

檯、人工護照掃描系統、

登機門、登機廣播系統、

登機門櫃檯、登機門登機

證掃描系統、航空備品展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嘉品工程有限公司 4,800,000 是 教育部           4,800,000

27 整體獎勵補助網路直播行銷設備一批(A029)

專業廣播級攝錄機、高階

投影機、專業導播輸出系

統、網路直播編碼器、無

線接收組、電動銀幕、4K
攝影機、錄影機、導播通

話系統、攝影棚燈光組、

組合式燈桿組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明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68,000 是 教育部 1168000

28  電腦主機及交換器一批(J013) 電腦主機、交換器

依本校請採購辦法

於校網公告辦理公

開招標

利洋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5,350,000 否

29 優化技職校院計畫補助航空複合材料製作實習儀器設備一

批(D004)

修補疊層加溫控制器、複

合材料結構標準研磨工具

組、90度研磨機、研磨

架、研磨盤、鋁合金表面

處理設備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公開招標
沅中儀器有限公司 2,230,000 是 教育部           2,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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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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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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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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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