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故宮博物院102年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一覽表
案

號標

的

名

稱招 標 方 式決標金額廠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圖
NPM101143 像資料庫及其檢索業務委託行
銷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月
NPM101146 刊」、「故宮學術季刊(含原故
宮季刊)」資料庫及全文檢索
102年度本院正館入場參觀券及
NPM102001 美麗華、順益博物館聯合票券
印製案

商

名

稱 決標日期 連

絡

人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2,300,000

飛資得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2/03/19 魏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638,000

飛資得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2/03/28 文創行銷處顏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551,790 南光堂印刷所有限公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359,000

NPM102002

國立故宮博物院商標至大陸註
冊業務委託服務

NPM102003

故宮102年度常設展覽單張說明
公開招標
書印製案

491,567 龍讚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102/01/29 教育展資處陳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004

行政大樓共四台電梯102年度定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期維護保養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32,000 捷安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102/01/16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005

102年度國立故宮博物院院區開
公開招標
口零星修繕工程

NPM102006

102年度院區白蟻預防性防治作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業採購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07

「102年度故宮導覽圖中英日韓
公開招標
四國語版印製案」

NPM102009

「故宮書畫圖錄（三十二）」
印製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匠心與仙工：明清雕刻展 象
NPM102010 牙犀角篇》(中文版) 等17項出 公開招標
版品加印案
NPM102011

故宮藏畫大系第13冊至第16冊
二版印製採購案

公開招標

勤業國際專利商標聯合事務
所

102/01/29 文創行銷處張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3,233,846 三泰土木包工業
390,000 台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90,000 沈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2/01/16 文創行銷處徐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102/02/08 秘書室江先生
102/01/21 秘書室蕭先生
102/02/21 秘書室夏小姐

298,725 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102/03/04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2,655,329 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102/02/07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四海電子彩色製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2/04/03 文創行銷處張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4,073,370

NPM102012 102年度院藏善本舊籍數位化全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1
文影像製作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14

溯源與拓展─嶺南畫派特展文
創影片委外製作與展示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15

故宮文物月刊第145-360期 書
盒印製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16

《再現同安船》互動作品暨展
覽委外製作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102年度「皇輿搜覽—尋訪清宮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NPM102017 流散歷史輿圖連結數位計畫」
劃書
影像檔數位輸出

169,995 曦望美工設計社

102/04/12 教育展資處張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102/02/26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5,300,000 兔將創意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04/10 教育展資處蔡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吉順隆數位影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2/02/27 圖書文獻處林天人/秘書室江先生

605,000

231,000 故宮晶華股份有限公司

102/02/25 教育展資處程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文獻大樓MH301熱水主機年度保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養及壓縮機維修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556,000 台灣開利股份有限公司

102/03/13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434,706 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102/03/15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125,000 沈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2/03/04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948,000 台灣設計師連線工作室

102/04/01 文創行銷處朱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
料特展」導覽手冊印製案
「百年傳承‧走出活路-中華民
NPM102022 國外交史料特展」(精裝本)印
製案
故宮第四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
NPM102023
競賽活動採購案
NPM102021

幸福大師-雷諾瓦與二十世紀繪
畫展覽合作案
「2013國立故宮博物院文創成
NPM102025 果暨多媒體特展」展場設計製
作案
102年度文物系統及應用軟體維
NPM102026
護案
NPM102024

NPM102027 器物處無酸棉墊採購案
NPM102028

1,419,000 太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

102/05/01 秘書室蕭先生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19 102年志工年度大會餐敘採購案
NPM102020

386,500 臺灣資料縮影股份有限公司

「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
料特展」展場設計製作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345,000 聯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102/03/07 教育展資處浦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1,483,000 太乙設計有限公司

102/04/26 文創行銷處朱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407,000 北祥股份有限公司

102/03/14 教育展資處施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877,500 宇霖有限公司

102/04/03 器物處曾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580,000

帝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
公司

102/03/26 陳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百家姓字形演變與姓氏源流互
動多媒體相容性建置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溯源與拓展NPM102030 嶺南畫派特展展覽設計製作
案」
書畫陳列室204室U型立櫃與斜
NPM102031
櫃光纖照明改善案

NPM102029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108,000 正派映像有限公司

102/03/22 教育展資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2,155,000 居曄設計執行有限公司

102/04/16 書畫處許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公開招標

1,424,052 詮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04/25 書畫處張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33

《山水合璧》黃公望富春山居
圖長軸畫冊印製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34

102年清代檔案暨外交部寄存條
公開招標
約數位化影像製作案

NPM102035 消防藥劑充填及鋼瓶維修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36 南院處數位照相設備採購案

公開招標

526,160 中益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102/04/03 文創行銷處張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560,395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04/16 圖書文獻處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807,000 台灣三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04/30 安全管理室李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190,000 永準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102/05/28 南院處王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37

毛公鼎漢字互動裝置相容性建
置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978,000 宜通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02/04/12 教育展資處張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038

故宮繪動彰化數位巡迴展展覽
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662,500 黃盒子互動工程有限公司

102/04/12 教育展資處徐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1,218,500 朱墨形象設計廣告有限公司

102/04/10 教育展資處劉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102年度『台北捷運「台北車站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NPM102039 與士林站」故宮藝文空間設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暨製作案』
NPM102040

《再現‧同安船》紀錄片校園
巡迴講座活動委外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41

國立故宮博物院101年年報印製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43 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App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1
軟體開發製作案」
評選或公開徵求)
「溯源與拓展—嶺南畫派特
NPM102044 展」借展品保險包裝運輸採購 公開招標
案
「溯源與拓展－嶺南畫派特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NPM102045
展」開幕酒會委託服務採購案 劃書

802,000 青銅視覺藝術有限公司
208,78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領航弱勢
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102/04/30 教育展資處張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102/04/25 秘書室黃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3,600,000 聖傑國際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102/08/09 教育展資處陳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850,000

世貿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
公司

102/05/10 登錄保存處王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650,500

弗利思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2/05/07 教育展資處洪小姐/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046

新一代智慧型互動桌展示系統
相容性建置案

NPM102047 監視設備備品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國立故宮博物院102年度圖書文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NPM102048 獻處製作民國38年以前院史檔
劃書
案數位化影像採購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工務
公開招標
所設置租用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周
NPM102050 邊綠帶工程-新增圍籬工程」採 公開招標
購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院區道路整建
NPM102052
公開招標
工程
NPM102049

NPM102053

《溯源與拓展—嶺南畫派特
展》圖錄暨明信片印製案

公開招標

NPM102054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園區
景觀工程

公開招標

NPM102055

國立故宮博物院正館大廳樓梯
地毯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56

「故宮法書新編系列」第十七
冊至第三十三冊印製案

公開招標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新建
NPM102057 工程委託專案管理服務之仲裁
案件(102年仲聲信字第9號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國寶娃
NPM102058 娃歷險記文創動畫影片製作
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059 電腦及周邊軟硬體設備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60 102年度全球資訊網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2,020,000 宜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4/24 教育展資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690,000 長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4/26 安全管理室李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487,200

吉順隆數位影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600,000 俊得土木包工有限公司

102/04/25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蕭先生

102/05/15 南院處黃先生/秘書室蕭先生

950,000 晶富營造有限公司

102/06/17 南院處黃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38,260,000 禾昌營造有限公司

102/07/23 秘書室范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1,287,000 沈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431,960,000 松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68,970 上豪裝潢工程行
4,970,154

四海電子彩色製版股份有限
公司

154,000 遠東聯合法律事務所

9,468,000 太極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3,000 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3,368,800

先得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2/05/08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102/12/26 南院處詹小姐/秘書室李小姐
102/05/02 秘書室李先生/秘書室蕭先生
102/06/20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102/06/06 南院處王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102/07/04 教育展資處楊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102/05/22 文創行銷處林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2/06/26 教育展資處黃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061

國立故宮博物院附設餐飲服務
委託經營管理案

NPM102062

「造型與美感」等9項出版品加
公開招標
印案

NPM102063 102年展場服勤人員制服訂製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064 X光CT數位動態取像模組採購案 公開招標

32,800,000

有限責任國立故宮博物院員
工消費合作社

1,570,858 曦望美工設計社
168,400 協泰通用有限公司
3,500,000 精彩無限光影技術有限公司

102/09/09 秘書室蔡啓發/秘書室孫小姐
102/06/04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2/05/28 安全管理室余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2/06/21 登錄保存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65

「故宮書畫圖錄(第五冊、第十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冊) 」加印案
劃書

420,840 曦望美工設計社

102/06/04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66

國立故宮博物院102年7月至102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年12月委任法律諮詢服務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28,000 北辰著作權事務所

102/06/28 /秘書室李小姐

NPM102068

矯正機關複製文物展展覽設計
製作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913,000 禾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2/07/03 教育展資處張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069

102及103年度全院區高壓及低
壓電氣設備安全檢查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790,000 台灣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2/05/3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
NPM102070 展研習營成果專輯 暨建議編
採印製」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922,000

NPM102072

數位典藏知識庫整合型系統查
詢效能擴充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99,000 慧智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7/11 教育展資處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073

國立故宮博物院本院入場參觀
普通券及優惠券加印一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86,500 南光堂印刷所有限公司

102/06/13 /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074

「102年度國立故宮博物院觀眾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意見調查」採購案
劃書

190,000 智略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02/07/18 教育展資處張小姐/秘書室蕭先生

196,800 港達實業有限公司

102/07/05 安全管理室詹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75 102年替代役床組採購案
NPM102076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潮、台
南遊」展覽採購案

NPM102077 「螢光光譜分析儀」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葛菲雅奇視像空間設計有限
公司

102/07/05 文創行銷處杜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1,540,000 黃盒子互動工程有限公司

102/08/16 教育展資處林先生/秘書室蕭先生

公開招標

1,798,000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7/18 登錄保存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78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暨能量色
散光譜儀系統」採購案

NPM102079

「也可以清心-茶器．茶事．茶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話」加印案
劃書

國立故宮博物院「獨棟（均為
NPM102080 一層樓建物）辦公房舍計三棟
屋頂防水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
正館及行政大樓空調熱泵主
NPM102081 機、空調箱及相關附屬設施汰
換案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展
NPM102082
覽設計製作案
兒童學藝中心導覽劇場多媒體
NPM102083 影片委外製作與放映設備更新
採購案
NPM102084

「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
展場設計製作案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會計作
NPM102085 業系統增修受贈款項子系統暨
調整庫存作業等功能採購案

公開招標

8,456,800 皓睿科技有限公司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中/秘書室吳先
生

263,680 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102/07/0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340,000 楊國豪建築師事務所

102/07/23 秘書室范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00,000

友來冷凍空調工業技師事務
所

102/08/01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5,850,000

自光體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

102/08/15 器物處汪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2,368,800 太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

102/08/06 教育展資處劉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943,000 太乙設計有限公司

102/07/25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457,000 力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7/17 主計室魏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86

102年本院及消合社員工（含眷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屬）自費團體意外險採購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338,000

NPM102087

正館104陳列室左3展櫃光纖照
明改善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473,445 亞台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PM102088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大地
安全監測工作服務案

公開招標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借
公開招標
展品包裝運輸採購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環境
NPM102090 監測工作服務案（102.8公開招標
103 12）
「十全乾隆-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NPM102091
公開招標
特展」圖錄暨導覽手冊印製案
NPM102089

102/08/13 登錄保存處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3,477,285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德克皇工程科技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02/07/17 人事室沈小姐/秘書室李小姐
102/08/14 圖書文獻處連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102/07/23 南院處黃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1,608,000 山水藝術有限公司

102/08/14 登錄保存處鄭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2,775,434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2/08/15 南院處黃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2,250,000 沈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2/08/16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92

國立故宮博物院展覽館一樓無
接縫投影融接系統擴充採購案

NPM102093 民國103年大小月曆印製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487,000 晶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2/07/31 教育展資處林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公開招標

2,602,489 曦望美工設計社

102/09/05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094

故宮乾隆特展文創產品設計採
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58,000 葉朵設計有限公司

NPM102096

「履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
特展」展覽設計製作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80,00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300,500 立誠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69,000

弗利思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2/09/11 教育展資處洪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250,000

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

102/08/28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公開招標

2,662,152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02/08/27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公開招標

1,868,000 日營五金鑄造廠有限公司

102/09/24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親子攜手遊故宮-器物篇」等
2項出版品加印案
「十全乾隆：清高宗的藝術品
NPM102098 味特展」開幕酒會委託服務採
購案
「國立故宮博物院委託辦理
NPM102099 「蒙娜麗莎五百年：達文西傳
奇」展覽服務案

NPM102097

NPM102100

「知道了-硃批奏摺展導覽手
冊」等2項出版品加印案

NPM102101 青銅器採購案
NPM102103

寄物區整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服務案

NPM102104 陶瓷器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帝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
公司

231,000 楊國豪建築師事務所

公開招標

1,066,000 名陶陶藝有限公司

102/08/22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102/09/18 圖書文獻處蔡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102/08/29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2/10/09 秘書室彭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102/09/24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05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
特展」展示設計製作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1,350,000

帝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
公司

102/09/16 器物處曾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NPM102106

南院處收購「慶豐銀行讓售北
齊菩薩頭像一件」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5,000,000 慶豐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02/09/11 南院處朱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07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
公開招標
展」圖錄印製案

NPM102108

「萬葉洞日本茶道文物二十四
組件」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823,742 昆毅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45,090,000 闕谷博之

102/10/9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2/09/24 南院處黃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NPM102109

本院103年度環境清潔及園藝維
公開招標
護勞務採購案

13,848,335

亞泰物業綜合管理顧問有限
公司

NPM102110 移動式檔案櫃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176,500 廣展新企業有限公司

NPM102111 X光螢光光譜儀設備升級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282,000

102年度圖書文獻處 中國博碩
士論文全文資料庫與中國重要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NPM102113
會議論文全文資料庫
劃書
(2000~2014年文史哲類系列)採

台灣布魯克生命科學股份有
限公司

102/12/19

秘書室李先生高小姐/秘書室孫小
姐

102/10/11 秘書室崔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102/10/01 登錄保存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898,000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02/10/08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NPM102114

102年常設展APP採購擴充及維
護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690,000 雅凱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102/10/17 教育展資處白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15

2013年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
博覽會展場設計製作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600,000 太乙設計有限公司

102/10/23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NPM102116 103年度電梯半責維護保養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113,400 泊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2/10/3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117
CT數據處理軟體採購案
第2次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640,000 銓智科技有限公司

102/10/28 登錄保存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正館(第一展覽區)空氣品質改
NPM102118 善工程委託專案管理暨監造技
術服務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682,000 黃政臺冷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102/12/09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119

微軟Office中文標準版最新授
權版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270,000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0/14 教育展資處鄧小姐/秘書室李小姐

NPM102120

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三
期至第三十四捲第二期印製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719,100 捷騰數位科技股份有信公司

102/10/29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21

正館及行政大樓空調熱泵主機
空調箱及相關附屬設施汰換案

公開招標

NPM102122
NPM102123

6,570,000 誼昌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2/12/03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103年度電腦輔助售票系統維護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勞務委託採購案
劃書

413,000 優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1/06 秘書室彭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
導覽手冊印製案

185,808 曦望美工設計社

102/11/12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124

103年度安全設施預警系統保養
公開招標
維護案

2,740,000 創益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6 安全管理事賴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25

103年度正館機電設施維護管理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及修繕案
評選或公開徵求)

3,550,000 普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2/12/27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NPM102126

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籌建
工程空拍服務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268,000 影舞者遙控模型設

102/11/25 南院處楊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27 103年空調水處理藥劑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56,000 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

102/10/31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28 乾隆倒轉筆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172,000 祥恩五金機械有限公司

102/10/30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29

國立故宮博物院獨棟(均為一層
公開招標
建物)辦公房舍屋頂防水工程

正館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
程
「故宮潮‧苗栗遊─當國寶遇
NPM102132 上科技與設計」展場設計製作
案
NPM102131

NPM102133 轉心包採購案
NPM102134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103年度安全設施中央電腦控制
公開招標
系統保養維護案

103年度故宮展覽通訊第四十六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NPM102135 卷第一至四期中英文版、日文
劃書
版印製案
NPM102136

103信用卡購票收單勞務委託採
公開招標
購案

「沈周書畫特展」圖錄暨經摺
裝法帖印製案
103年度「古籍與密檔─院藏圖
NPM102138 書文獻珍品展」展場設計製作
案
圖書文獻館103年度中國期刊網
NPM102139 文史哲類全文資料庫續訂採購
案
NPM102137

5,200,000 偉太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102/11/08 秘書室范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15,000,000 勇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2/12/13 秘書室張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1,069,000 太乙設計有限公司

102/12/03 文創行銷處朱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125,000 元貞環球有限公司

102/10/31 文創行銷處廖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701,000 環安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375,684 中益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3,696,000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
公司

102/11/19 安全管理室施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102/11/11 教育展資處鄭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102/12/06 秘書室彭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公開招標

994,875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1/12 文創行銷處謝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541,000 和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02/12/19 圖書文獻處許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02,600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102/11/25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資料庫伺服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NPM102140 器及磁碟陣列儲存系統硬體維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護保養後續擴充採購案

162,000 瑞富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11/25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41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大陸圖書採
公開招標
購案

660,000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02/11/27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NPM102142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日文學術期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刊採購案
劃書

66,965 古通今股份有限公司

102/11/26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43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大陸香港澳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門地區出版之學術期刊採購案 劃書

54,556 萬有樓股份有限公司

102/12/10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44

圖書文獻館2014年西文期刊採
購案

NPM102145 北村美術館漆器收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399,255 科資圖書有限公司
32,000,000 盧亨燮先生

102/11/27 圖書文獻處葉小姐/秘書室吳先生
102/11/21 登錄保存處吳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NPM102146

正館HM102熱水主機右側壓縮機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故障維修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47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多功能視聽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研討室設備維修保養採購案
劃書

72,000 百聲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02/11/27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48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微縮影閱讀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複印機維修保養採購案
劃書

52,000 台灣資料縮影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9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明四大家特展─沈周、文徵
NPM102149 明、唐寅、仇英」展覽製作設
計案

限制性招標(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205,000 西華冷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1,435,000 黃盒子互動工程有限公司

102/11/21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102/12/13 書畫處劉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50

色彩輸出及校正模組軟體升級
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200,000 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102/12/04 文創行銷處林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151

《古典文獻輯刊》正體中文套
裝圖書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466,336 萬卷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6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152

國立故宮博物院103年度租賃車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輛(計程車)服務勞務採購案
劃書

197,500 龍星車隊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6 秘書室劉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NPM102153

「葉博文先生讓售玉器一批」
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34,500,000 葉博文先生

102/12/02 南院處劉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NPM102154

正館北側電梯及一樓電梯、電
扶梯103年度定期維護保養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NPM102155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獻大樓室
內照明改善案」

NPM102156

國立故宮博物院「正館前牌樓
廣場戶外照明改善案」

NPM102157

本院103年1月至103年12月委任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法律諮詢服務案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58 正館106陳列室地坪整修工程
NPM102159

492,000 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01/16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公開招標

1,965,806 凱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2/12/2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公開招標

1,373,367 源興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102/12/2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公開招標

本院南院處103年人力派遣服務
公開招標
委託案

NPM102160 故宮潮 府城遊展延維運案

2,175,410 再造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12/20 南院處彭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819,696 中益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103/01/06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NPM102162

國立故宮博物院正館後山邊坡
調查及分析委託技術服務工作

限制性招標(公開評
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67

102/12/24 秘書室李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102/12/11 教育展資處/秘書室李小姐

公開招標

NPM102166 103故宮全球資訊網採購案

1,859,000 冠錩營造有限公司

190,000 黃盒子互動工程有限公司

「典雅富麗-故宮藏瓷」等7項
出版品加印案

103年度圖書文獻館Horizon圖
NPM102164 書館資訊化系統及Sybase資料
庫半年維護保養採購案
103年度網路設備、伺服器、電
NPM102165 腦硬體及相關週邊設備委託維
護服務案

102/12/11 文創行銷處張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61

NPM102163 103年度公文管理系統維護案

450,000 北辰著作權事務所

2,958,00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02,000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287,000

澳大利亞商美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295,000 華電聯網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2,286,800

「茶韻茗事–故宮茶話」等4項
公開招標
出版品加印案

先得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744,963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2/3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江先生
102/12/23 教育展資處施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102/12/17 圖書文獻處劉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102/12/20 教育展資處許小姐/秘書室孫小姐

102/12/23 教育展資處黃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103/01/14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夏小姐

NPM102168

「汪承霈 畫萬年花甲明信片」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等2項出版品加印案
劃書

NPM102169

「瀧川峰晴堂 李朝與伊萬里文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物乙批」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70 中亞伊卡織品47件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NPM102171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會堂攝影
錄影系統汰換案」

公開招標

NPM102172

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權雷
射標籤設計暨印製採購案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劃書

92,673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8 文創行銷處陳先生/秘書室吳先生

8,872,000 瀧川明行先生

102/12/23 南院處翁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23,875,200 Doris Rau女士

102/12/25 南院處闕小姐/秘書室夏小姐

1,420,000 承鑫實業有限公司
149,000 擎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2/20 秘書室陳先生/秘書室孫小姐
103/02/07 文創行銷處張先生/秘書室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