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1 SpringerLink 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SPRINGER-VERLAG GMBH       5,456,306 是 教育部         5,456,306

2 Nature.com Journals Nature.com Journals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2,538,652 是 教育部         2,538,652

3
FinePointe Research

Suit分析軟體

FinePointe Research Suit分析

軟體、WBP AHR SiteType

Parametes Analyzer全體腔氣流

參數分析軟體、主機暨訊號擷取

控制系統、小鼠全體腔呼吸測試

籠、測試籠具溫度溼度感側傳導

器、系統校正組、霧化噴頭、筆

記型電腦

限制性招標 三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30,000 是 教育部         2,230,000

4 螢光分析系統 螢光分析系統 限制性招標 騰達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500 是 教育部         1,999,500

5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661,000 是 教育部         1,661,000

6 倒立顯微鏡 倒立顯微鏡 公開招標 漢鈞科技有限公司       1,449,400 是 教育部         1,449,400

7 半製備型溶媒幫浦

半製備型溶媒幫浦、分液收集

器、系統控制器、螢光檢測器、

紫外可見光偵測器、手動注射器

限制性招標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0,000 是 教育部         1,280,000

8 微電腦冷凍切片機 微電腦冷凍切片機 公開招標 正恆科儀有限公 司       1,279,800 是 教育部         1,279,800

9
主動學習教室建置(翻轉

教室)
主動學習教室建置 公開招標 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 是 教育部         1,240,000

10 ACS Journals ACS Journals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長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60,000 是 教育部         1,160,000

11
國際博雅講堂遠距教學設

備
國際博雅講堂遠距教學設備 公開招標 台信事務儀器有限公司       1,150,000 是 教育部         1,150,000

12 伺服器 伺服器設備 公開招標 向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 是 教育部         1,050,000

中國醫藥大學103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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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頁，共4頁
104/08/28

製表人：馬宜珊



單位：新臺幣元

是/否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中國醫藥大學103學年度辦理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
中華民國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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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西文電子期刊 2015年西文電子期刊 公開招標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US$108,000

(104/04/10結匯)
是 教育部

 US$108,000

(104/04/10結匯)

14 ScienceDirect ScienceDirect 限制性招標 Elsevier B.V.
 US$347,892.98

(104/03/10結匯)
是 教育部

 US$347,892.98

(104/03/10結匯)

15
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
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 限制性招標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38,575

(104/03/10結匯)
是 教育部

 US$38,575

(104/03/10結匯)

16 劍橋神經心理衡鑑測驗 劍橋神經心理衡鑑測驗 限制性招標 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60,000 是 科技部         2,960,000

17 外顯子定序服務 外顯子定序服務 公開招標 東方君品有限公司       1,310,000 是 科技部         1,310,000

18 藥物動力及生物分佈試驗 藥物動力及生物分佈試驗 限制性招標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1,950,000 是 衛生署         1,950,000

19
互助及安康大樓教室能源

管控系統
教室節能管控系統 公開招標 台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150,000 是

內政部

建研所
460,000

20
水湳校區歷史建築修復第

一期工程
歷史建築修復工程 公開招標 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7,460,000 否  -  -

21
水湳校區總體規劃設計諮

詢服務
設計諮詢服務 限制性招標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LLP      20,235,354 否  -  -

22 自動對焦顯微鏡 雷射共軛焦顯微鏡組 公開招標 美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7,600,000 否  -  -

23
立夫教學12樓實驗室整修

工程
水電工程 限制性招標 中翔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6,750,000 否  -  -

24
立夫教學12樓實驗室整修

工程
室內裝修工程 限制性招標 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700,000 否  -  -

25

水湳校區三棟歷史建築物

修復及再利用案建築師服

務費

建築師服務 限制性招標 郭俊沛建築師事務所       5,100,000 否  -  -

26
LWW Collection(Journal

OVID)

LWW Collection(Journal OVID)

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4,432,900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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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飼育籠架 飼育籠架 限制性招標 康谷股份有限公司       4,380,000 否  -  -

28 微量盤冷光光譜儀 微量盤冷光光譜儀 限制性招標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否  -  -

29
水湳校區概念性總體規劃

設計之在地建築師服務費
建築師服務 限制性招標 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       1,330,000 否  -  -

30 多功能影像分析儀 多功能影像分析儀 限制性招標 正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 否  -  -

31
醫學大樓4、5樓實驗室工

程建築師設計監造費
建築師設計監造 限制性招標 洪清安建築師事務所       1,060,000 否  -  -

32 校園保全服務費 保全服務 公開招標 萬安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1,055,520 否  -  -

33 UpToDate UpToDate資料庫 限制性招標 UpToDate, Inc.
 US$44,184

(103/12/30結匯)
否  -  -

34 Wiley Online Library Wiley Online Library 限制性招標
Wiley Subscription Services,

Inc.

 US$209,711.78

(104/03/10結匯)
否  -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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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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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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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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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項及採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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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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資料應於次年8月31日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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