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標的分類 招標方式 得標廠商 決標日期 總決標金額

1050010101B
2016年歐非地區海外專業青年研習

會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2016/7/11 329,000    

1050130110B 僑務委員會簡介光碟製作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太米國際有限公司 2016/7/11 620,000    

1050020047C-1
「2016年北美地區臺灣傳統週」訪

團_後續擴充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極至體能舞蹈團 2016/7/18 202,369    

1050050112B
一0五年四海同心聯歡大會及國慶大

會業務用中型及大型交通車輛租賃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世豪通運有限公司 2016/7/18 513,000    

1050040123C
105年僑務委員會議場地、設備及餐

飲採購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所

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
2016/7/18 2,570,000  

1050020053C-1
「2016年北美地區臺灣傳統週」 訪

團_後續擴充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2016/7/19 234,752    

1050020117B
《華文(緬甸版)》單數冊教材(第

一、三、五、七、九、 十一冊)印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洪記印刷有限公司 2016/7/21 238,956    

1050040108B 105年十月慶典便帽（棒球帽） 財物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嘉帽有限公司 2016/7/21 370,000    

1050040107B 105年度環保資料袋 財物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發現臺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16/7/26 200,000    

1050020121C 105年緬甸僑校教師電腦資訊培訓專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中原大學 2016/8/4 1,500,000  

1050010102B
2016年北美地區海外專業青年研習

會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順誠豐美國際發展顧問有限

公司
2016/8/4 350,000    

1050010109B
105年中南美地區華裔青年回國參訪

團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2016/8/4 970,000    

1050020138B

購贈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105學年

度第一學期暨第29學程華語文班非

契約教材一批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字磨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8/4 19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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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10125B
105年十月慶典僑胞參訪活動期間暨

聯絡員接團期間旅遊平安保險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16/8/9 94,050     

1050020116C

「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四海同心

聯歡大會」節目製作暨舞臺燈光音

響及場地布置

勞務類 公開招標 映畫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1 7,294,000  

1050020097C-1
《學華語向前走》教材印刷(後續擴

充)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5 220,400    

1050020133B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翰林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6 800,000    

1050010124C 2017年月曆印製採購案 勞務類 公開招標 松鶴印刷有限公司 2016/8/16 1,484,840  

1050020129B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遠東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6 340,000    

1050020134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龍騰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7 1,400,000  

1050020140B
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四海同心聯

歡大會場地租借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7 417,970    

1050020127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藍天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藍天華語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8 16,000,000 

1050020130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 華語小學堂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2016/8/18 1,700,000  

1050040119B
僑務委員會任務功能與組織定位民

意調查分析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銘傳大學 2016/8/19 335,000    

1050020131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康軒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22 4,000,000  

1050030142B
2016年僑務委員創新產業文化建設

參訪團住宿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分公司
2016/8/23 404,000    

1050030120C
2016年「第2期海外商會領導班」及

「海外商會菁英班」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016/8/23 2,083,400  

1050020132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南一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8/29 6,200,000  



1050050146B
第36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分發行

政作業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中國文化大學 2016/8/30 170,000    

1050160148B
105年度僑務委員會議報到系統功能

優化專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全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16/9/1 250,000    

1051020122B 《華文(緬甸版）》雙數冊編製設計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加斌有限公司 2016/9/7 680,000    

1050160153B
105年僑務委員會議無紙化會議系統

租賃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9/12 150,000    

1050040118B
105年十月慶典僑胞接待服務處場地

布置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新弘光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
2016/9/14 320,000    

1050030120C-1
2016年「第2期海外商會領導班」及

「海外商會菁英班」(後續擴充)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016/9/19 390,000    

1050030139C
2016年僑務委員創新產業文化建設

參訪團
勞務類 公開招標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板

橋分公司
2016/9/20 1,007,450  

1050020144B 105年僑教成果展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光禾國際有限公司 2016/9/23 320,000    

1050020128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GO!Chinese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16/9/23 3,300,000  

1050050158B
2016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颱

風安置膳宿費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中國青年救國團 2016/9/29 165,450    

1050020126C
一百零五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六年

度上半年流傳版教材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流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10/4 5,600,000  

1040020121C-1
「一百零四年度下半年至一百零五

年度上半年龍騰版教材」後續擴充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10/4 433,369    

1050020161B
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四海同心聯

歡大會接待人力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瑪思活動創意有限公司 2016/10/5 190,000    

1050020136C

105年緬甸華文教師研習班(幼稚園

華文班)及泰北華文教師研習班(初

中國文班)

勞務類 公開招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016/10/6 1,500,000  

1051070151B 僑務委員會宿舍整修工程 工程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偉門工程有限公司 2016/10/11 228,000    



1051160137C 僑務委員會虛擬主機升級建置案 財物類 公開招標 台灣岱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016/10/12 2,088,000  

1050030152B
2016年五大創新產業-生技及精密機

械僑商企業家邀訪團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2016/10/14 700,000    

1050020156B
105年泰北地區替代役教育服務役役

男專業訓練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中原大學 2016/10/14 760,000    

1050020135C
105年馬來西亞華文學校教師及教務

人員研習班
勞務類 公開招標

弘光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2016/10/19 6,000,000  

1050050175B
第34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北區聯

合畢業典禮、餐會及成果展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銘傳大學 2016/11/10 530,000    

1050050174B
第34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中南區

聯合畢業典禮、餐會及成果展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靜宜大學 2016/11/10 780,000    

1050040173C 106至107年公共區域清潔維護工作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阿萬師清潔工作隊
2016/11/11 1,348,800  

1050040166D 僑務委員會新檔案庫房租賃案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經公

開評選或公開徵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16 20,000,000 

10501600172B
105年度僑務資訊系統海外僑校教材

線上申請系統優化專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華經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18 570,000    

1050020145B
105年菲律賓僑校經營者行政管理研

習班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中原大學 2016/11/22 698,000    

1050030160B
「104年版華僑經濟年鑑」書籍印

製、光碟及網頁製作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文匯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2016/11/30 450,000    

1050040179B 106年日、晚報訂購及派送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弘揚派報社 2016/12/2 294,660    

1050030149D 提供旅館住宿及相關服務 勞務類 公開招標

財團法人臺灣敦睦聯誼會所

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福華

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華航大

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寒軒國際

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康華大

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7 8,800,000  

1050020157D
慶祝農曆春節及雙十國慶文化訪問

團巡迴訪演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九天民俗技藝工作室,這虎音

樂工作室,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016/12/12 10,393,088 



1050160197B 106年度無紙化會議系統維護服務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14 150,000    

1050020196B
一O六年度僑教雙週刊多媒體網路教

材第765期至第768期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2016/12/15 988,000    

1050020169B 2017年生肖小提燈 財物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扶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12/16 840,000    

1050050164C
2017年南半球地區海外華裔青年英

語服務營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中國青年救國團 2016/12/19 1,456,800  

1050040115E
106年委託代購公務國際機票及提供

相關服務
勞務類 公開招標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板

橋分公司,偉輪旅行社有限公

司,天華旅行社有限公司,三

星旅行社有限公司台北分公

司,天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英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12/20 22,999,998 

1050050163E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亞洲大學,淡江大學,靜宜大 2016/12/21 13,000,000 

1050020188C
《新編華語注音符號課本》等87項

教材印刷(製)案
勞務類 公開招標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1 2,275,890  

1040020145D-1
慶祝農曆春節及雙十國慶文化訪問

團巡迴訪演-後續擴充(美加團)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和合佰納媒體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2016/12/22 915,720    

1050020178C 106年中南美洲華文教師回國研習班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中原大學 2016/12/22 1,500,000  

1050130183C
「106年『臺灣宏觀電視網站』網路

直播及隨選視訊」
勞務類 公開招標 亞捷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3 5,800,000  

1060160013B 106年度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維護服務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二一零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3 900,000    

1050160193B
106~107年Arcsight Logger通用紀

錄管理系統維護服務案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6 320,000    

1050050162E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勞務類 公開招標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

大學,元智大學,淡江大學,中

原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實踐大學,中國青年救國團

2016/12/27 18,595,000 



1060130009C 一百零六年一月新聞稿源採購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2016/12/27 380,000    

1060020011A 《看見臺灣》公播版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台灣阿布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7 170,000    

1060160015B
106年度僑務資訊系統暨臨櫃服務作

業管理系統維護服務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華經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8 800,000    

1050020165B
第十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學

術組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2016/12/28 590,000    

1060030012C
2017年海外僑商烘焙暨設備觀摩研

習班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

技術研究所
2016/12/28 990,000    

1050160198C
106、107年度資訊設備及網路系統

維護服務案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8 3,300,000  

1050050195B 106年度僑生服務圈網站維運案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先峰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2016/12/29 700,000    

1050040180B

僑務委員會新檔案庫房裝修及舊檔

案庫房檔案設備搬遷之規劃設計及

監造服務案

勞務類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劃書
方圓聯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016/12/29 430,000    

1050020199B

三輪車、風鈴草、造飛機、歡喜與

和氣、歡樂歌、卡布里島、聖誕鈴

聲等17首歌曲重製權

財物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求)

台北音樂教育學會 2016/12/29 267,750    

1050020190B
《學華語向前走》(第一冊及第二

冊)教材印刷
勞務類 公開招標 高展印刷有限公司 2016/12/29 291,682    

1051030177C 106年全球僑商服務網委外營運案 勞務類 公開招標 先峰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2016/12/30 1,680,000  

1060130024B
「一0六年一月『宏觀電子報』委外

計劃」
勞務類

限制性招標(未經

公開評選或公開徵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30 3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