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Visio 專業版 最新授權版(五人版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roject 標準版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roject Server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roject Server 用戶端存取授權 最新授權版

(User or Device CAL)(五人版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SharePoint online P2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P2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Skype for Busines Server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Skype for Busines Server 標準版用戶端存取

授權 最新授權版 (User or Device CAL)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Exchange Server 標準版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Exchange Server 企業版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400

Windows Server 標準版 2Proc 最新版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一 1 微軟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Visio 專業版 最新授權版(五人

版授權)
套 62,530

一 3 微軟 Project 標準版 最新授權版 套 14,081

一 5 微軟 Project Server 最新授權版 套 166,071

一 6 微軟
Project Server 用戶端存取授權

最新授權版(User or Device

CAL)(五人版授權)

套 29,213

一 8 微軟 SharePoint online P2 (一年期) 套 2,839

一 11 微軟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P2

(一年期)
套 1,832

一 12 微軟
Skype for Busines Server 最新

授權版
套 96,126

一 13 微軟
Skype for Busines Server 標準

版用戶端存取授權 最新授權版
(User or Device CAL)

套 985

一 17 微軟
Exchange Server 標準版 最新

授權版
套 18,173

一 18 微軟
Exchange Server 企業版 最新

授權版
套 111,574

一 21 微軟
Windows Server 標準版 2Proc

最新版授權
套 2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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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Windows Server External Connector 最新授權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Forefront Identity Manager User CAL 最新授

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SQL Server 標準版 4 Core 最新授權版 (Win

32 or X64 or IA64)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SQL Server 商業智能版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SQL Server 企業版 4 Core 最新授權版 (Win

32 or X64 or IA64)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5

Visual Studio Pro with MSDN 專業版 最新授

權版兩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Visual Studio Pro with MSDN 專業版 續約最

新授權版兩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CRM External Connector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Hyper-V Essential (CIS) 標準版 2Proc 虛擬管

理軟件組 兩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Open Value Office 專業版 Plus

(Word,Excel,Outlook,PowerPoint, One Note,

Publisher,Access,Infopath,Communicator)一

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0

一 24 微軟
Windows Server External

Connector 最新授權版
套 53,706

一 25 微軟
Forefront Identity Manager User

CAL 最新授權版
套 482

一 26 微軟
SQL Server 標準版 4 Core 最新

授權版 (Win 32 or X64 or IA64)
套 197,462

一 27 微軟
SQL Server 商業智能版 最新授

權版
套 257,267

一 28 微軟
SQL Server 企業版 4 Core 最新

授權版 (Win 32 or X64 or IA64)
套 763,660

一 29 微軟
Visual Studio Pro with MSDN

專業版 最新授權版兩年期
套 32,322

一 30 微軟
Visual Studio Pro with MSDN

專業版 續約最新授權版兩年期
套 26,426

一 35 微軟
CRM External Connector 最新

授權版
套 144,453

一 36 微軟
Hyper-V Essential (CIS) 標準版

2Proc 虛擬管理軟件組 兩年
套 76,260

一 38 微軟

Open Value Office 專業版 Plus

(Word,Excel,Outlook,PowerPoi

nt, One Note,

Publisher,Access,Infopath,Com

municator)一年

套 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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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行動安全電子郵件軟體 (WinSvrStd

ExchangeSvr ExchangeStdCAL)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私有雲虛擬化軟體 (WinSvrDC WinCAL

SystemCenterDC CR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stem Center 標準版2Proc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一 42 微軟
行動安全電子郵件軟體
(WinSvrStd ExchangeSvr

ExchangeStdCAL)
套 638,895

一 43 微軟
私有雲虛擬化軟體 (WinSvrDC

WinCAL SystemCenterDC

CRM)
套 1,606,913

一 46 微軟
System Center 標準版2Proc 最

新授權版
套 3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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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 Pro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 with MSDN 最新授

權版(含二年維護合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QL 用戶端存取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SQL Server 標準版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Windows Server 用戶端存取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Office365帳號整合軟體 (WinSvrDC SQL Ent

Premier ProEntSrvc PSS AnnualSprtCntrct

Core)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二 1 微軟 Visio Pro 最新授權版 套 3,071

二 2 微軟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 with

MSDN 最新授權版(含二年維護

合約)

套 6,425

二 3 微軟 SQL 用戶端存取 最新授權版 套 2,175

二 4 微軟 SQL Server 標準版 最新授權版 套 8,513

二 5 微軟
Windows Server 用戶端存取 最

新授權版
套 271

二 7 微軟

Office365帳號整合軟體
(WinSvrDC SQL Ent Premier

ProEntSrvc PSS

AnnualSprtCntrct Core)

套 43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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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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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McAfee 端點防護包(EndPoint Protection

Suite) 最新版一年軟體更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0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500

McAfee企業級完整端點防護進階包(Endpoint

Protection-Enterprise Suite)最新版一年軟體更

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進階攻擊防禦包 100人版 - 沙盒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Enterprise Security Suite 全產品套件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4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8,000

Enterprise Security for Endpoints 端點安全套

件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40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8,000

Deep Security Virtualization solution 全模組組

合包最新版 Desktop client- (含防毒、DPI、

Firewall、Log Inspection、Integrity

Monitoring,內含Deep Security Manage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450

Enterprise Security for Endpoints 端點安全一

年更新授權 (適用OSCE續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42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8,000

Deep Security Virtualization solution 全模組組

合包最新版server client - (含防毒、DPI、

Firewall、Log Inspection、Integrity

Monitoring,內含Deep Security Manage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Enterprise Security Suite 全產品套件一年更新

授權(適用TMES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3,12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8,000

三 1
McAf

ee

McAfee 端點防護包(EndPoint

Protection Suite) 最新版一年軟

體更新授權
套 604

三 2
McAf

ee

McAfee企業級完整端點防護進

階包(Endpoint Protection-

Enterprise Suite)最新版一年軟

體更新授權

套 1,663

三 3
趨勢

科技

進階攻擊防禦包 100人版 - 沙盒

模組
套 127,190

三 4
趨勢

科技

Enterprise Security Suite 全產

品套件
套 2,362

三 6
趨勢

科技

Enterprise Security for

Endpoints 端點安全套件最新版
套 493

三 7
趨勢

科技

Deep Security Virtualization

solution 全模組組合包最新版

Desktop client- (含防毒、DPI、

Firewall、Log Inspection、

Integrity Monitoring,內含Deep

Security Manager)

套 14,461

三 8
趨勢

科技

Enterprise Security for

Endpoints 端點安全一年更新授

權 (適用OSCE續約)

套 340

三 9
趨勢

科技

Deep Security Virtualization

solution 全模組組合包最新版

server client - (含防毒、DPI、

Firewall、Log Inspection、

Integrity Monitoring,內含Deep

Security Manager)

套 23,140

三 10
趨勢

科技

Enterprise Security Suite 全產

品套件一年更新授權(適用

TMES升級)

套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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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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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Virus Solution 100 人版最新版一年更

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進階攻擊防禦包100人版 - 郵件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進階攻擊防禦包100人版 - 網頁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Deep Discovery Endpoint Sensor 端點安全感

知工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Deep Discovery Endpoint Sensor 端點安全感

知工具一年更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業虛擬化行動安全

防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業虛擬化行動安全

防護一年更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50U授權1年 - 政府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250U授權1年 - 政府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ophos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

護(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8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三 12
趨勢

科技

Network Virus Solution 100 人

版最新版一年更新授權
套 72,544

三 13
趨勢

科技

進階攻擊防禦包100人版 - 郵件

模組
套 128,220

三 14
趨勢

科技

進階攻擊防禦包100人版 - 網頁

模組
套 128,220

三 15
趨勢

科技

Deep Discovery Endpoint

Sensor 端點安全感知工具
套 1,229

三 16
趨勢

科技

Deep Discovery Endpoint

Sensor 端點安全感知工具一年

更新授權
套 383

三 17
趨勢

科技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業虛

擬化行動安全防護
套 2,735

三 18
趨勢

科技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業虛

擬化行動安全防護一年更新授

權
套 888

三 20
Web

root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50U授

權1年 - 政府版
套 38,071

三 21
Web

root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250U授

權1年 - 政府版
套 187,817

三 22
Sop

hos

Sophos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1年授權)
套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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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Avira Endpoint Security(授權一年) 10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5

Avira Endpoint Security(授權一年) 50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Avira Professional Security(授權一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54、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Avira Server Security(授權一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50U授權1年 - 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250U授權1年 - 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四 1 Avira
Avira Endpoint Security(授權一

年) 100人

授權

數
16,635

四 2 Avira
Avira Endpoint Security(授權一

年) 500人

授權

數
52,791

四 3 Avira
Avira Professional Security(授

權一年)

授權

數
147

四 4 Avira Avira Server Security(授權一年)
授權

數
497

四 6
Web

root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50U授

權1年 - 教育版

授權

數
36,041

四 7
Web

root

Webroot 端點安全防護 250U授

權1年 - 教育版

授權

數
1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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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單機版 : 一年

5x12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依實體 2 顆 CPU

為單位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無限虛擬機版 :

一年5x12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依 Host實體2

顆 CPU為單位, 可無限使用 SUSE Linux-

Gues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虛擬機版 : 一

年5x12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依實體機 2 CPU

為單位, 限4個虛擬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USE OpenStack Cloud 軟體經濟包 : 一年

7x24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含 1台主控 2台管

理 3台運算伺服器及 SUSE Linux 無限虛擬機

版(限2顆CPU硬體伺服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軟體經濟包 : 一年

7x24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含 1台主控 2台管

理及 4台儲存伺服器(限2顆CPU硬體伺服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Linux 作業系統管理伺服器軟體包 : 一年7x24

標準服務及軟體更新, 可監控及管理 15台

Linux(SUSE或RH)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五 1
SUS

E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單機版 : 一年5x12 標準服務及

軟體更新, 依實體 2 顆 CPU 為

單位

授權

數
22,335

五 2
SUS

E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無限虛擬機版 : 一年5x12 標準

服務及軟體更新 依 Host實體2

顆 CPU為單位, 可無限使用
SUSE Linux-Guest

授權

數
45,990

五 3
SUS

E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虛擬機版 : 一年5x12 標準服務

及軟體更新, 依實體機 2 CPU

為單位, 限4個虛擬機

授權

數
22,335

五 4
SUS

E

SUSE OpenStack Cloud 軟體經

濟包 : 一年7x24 標準服務及軟

體更新 含 1台主控 2台管理 3台

運算伺服器及 SUSE Linux 無限

虛擬機版(限2顆CPU硬體伺服

器)

授權

數
552,284

五 5
SUS

E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軟體

經濟包 : 一年7x24 標準服務及

軟體更新, 含 1台主控 2台管理

及 4台儲存伺服器(限2顆CPU硬

體伺服器)

授權

數
362,339

五 6
SUS

E

Linux 作業系統管理伺服器軟體

包 : 一年7x24 標準服務及軟體

更新, 可監控及管理 15台

Linux(SUSE或RH)

授權

數
38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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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Radware AppWall 軟體模組 (500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Emai Discovery 電子郵件蒐證稽核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VIVO Recovery System具遠端集中管理＆即

時復原功能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GKP 運維管理平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GSI 上網行為管理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0

ThinPLUS for OTP 雲端整合管理軟體(Server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ThinPLUS雲端工作站管理系統(By Client授

權)(最低授權購買數 5u)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NBI大內網數據分析管理軟體(內含50台作業系

統和一台主程式之軟體使用授權、10天基本安

裝服務以及一年原廠軟體維護與版本升級服

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風險管理平台50IP版

本, IT運營設備監控,端點管控,流量行為分

析,ISO27000 ISMS風險管理平台R2.7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管理平台1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六 1

 

Rad

ware

Radware AppWall 軟體模組
(500Mbps)

套 893,401

六 2
Gfac

tor

Emai Discovery 電子郵件蒐證

稽核系統
套 81,218

六 3 宇研
VIVO Recovery System具遠端

集中管理＆即時復原功能
套 3,614

六 5

全球

系統

整合

股份

GKP 運維管理平台 套 53,503

六 6

全球

系統

整合

股份

GSI 上網行為管理系統 套 5,381

六 7

Thin

PLU

S

ThinPLUS for OTP 雲端整合管

理軟體(Server授權)
套 47,817

六 8

Thin

PLU

S

ThinPLUS雲端工作站管理系統

(By Client授權)(最低授權購買數
5u)

套 4,112

六 9 統睿

NBI大內網數據分析管理軟體(內

含50台作業系統和一台主程式

之軟體使用授權、10天基本安

裝服務以及一年原廠軟體維護

與版本升級服務)

套 350,272

六 13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風險管

理平台50IP版本, IT運營設備監

控,端點管控,流量行為分

析,ISO27000 ISMS風險管理平

台R2.7

套 61,623

六 14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

管理平台1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套 1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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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管理平2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管理平台5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管理平台 10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控模組50設備

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控模組100設備

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控模組300設備管

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控模組500設備

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NCM中央運營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HA 備源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控模組1000設

備管理授權擴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 500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六 15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

管理平2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套 213,095

六 16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

管理平台500 client IP授權擴充
套 426,293

六 17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資源與風險

管理平台 1000 client IP授權擴

充
套 680,101

六 18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

控模組50設備管理授權擴充
套 79,085

六 19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

控模組100設備管理授權擴充
套 158,273

六 20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控

模組300設備管理授權擴充
套 316,649

六 21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

控模組500設備管理授權擴充
套 316,649

六 22
NetV

ision

ISOinsight NCM中央運營管理

授權擴充
套 339,999

六 23
NetV

ision

ISOinsight HA 備源管理授權擴

充
套 97,359

六 24
NetV

ision

ISOinsight 4-in-1 IT運營設備監

控模組1000設備管理授權擴充
套 422,232

六 25
Forti

net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 500Mbps 套 7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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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頻寬升級 1G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 1 CPU (授權方式：依照

CPU數量1/2/4/8四個授權方式出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 500Mbps (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頻寬升級 1Gbps

(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 1 CPU(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授權方式：依照CPU數量

1/2/4/8四個授權方式出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集中管理系統 (10台設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Fortinet 集中管理系統 數量升級 - 10台設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集中日誌報表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集中日誌報表系統-紀錄數量升級 - 1

GB/Day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六 26
Forti

net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頻寬升級
1Gbps

套 79,695

六 27
Forti

net

Fortinet 網路防火牆 1 CPU (授

權方式：依照CPU數量1/2/4/8

四個授權方式出貨)

套 217,259

六 28
Forti

net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

500Mbps (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

套 103,553

六 29
Forti

net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頻寬

升級 1Gbps (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

套 103,553

六 30
Forti

net

Fortinet 新世代網路防火牆 1

CPU(含 FW, IPS, Application

Control, AV, Web Filtering and

Antispam)(授權方式：依照CPU

數量1/2/4/8四個授權方式出貨)

套 298,477

六 31
Forti

net

Fortinet 集中管理系統 (10台設

備)
套 128,426

六 32
Forti

net

Fortinet 集中管理系統 數量升級

- 10台設備
套 79,797

六 33
Forti

net
Fortinet 集中日誌報表系統 套 160,406

六 34
Forti

net

Fortinet 集中日誌報表系統-紀錄

數量升級 - 1 GB/Day
套 3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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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WAF) 25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WAF) 頻寬升級
100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WAF) 支援 1

CPU(授權方式：依照CPU數量1/2/4/8四個授

權方式出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SLB) 1G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SLB) 頻寬升級
1G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SLB) 1 CPU(授權

方式：依照CPU數量1/2/4/8四個授權方式出

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系統 10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系統使用者數

量升級 30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系統 支援 1

CPU (授權方式：依照CPU數量1/2/4/8四個授

權方式出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身份認證系統 (Authenticator) 100人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六 35
Forti

net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
(WAF) 25Mbps

套 403,046

六 36
Forti

net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

(WAF) 頻寬升級100Mbps
套 160,406

六 37
Forti

net

Fortinet 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

(WAF) 支援 1 CPU(授權方式：

依照CPU數量1/2/4/8四個授權

方式出貨)

套 404,061

六 38
Forti

net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
(SLB) 1Gbps

套 160,406

六 39
Forti

net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

(SLB) 頻寬升級 1Gbps
套 119,797

六 40
Forti

net

Fortinet 主機負載平衡系統

(SLB) 1 CPU(授權方式：依照

CPU數量1/2/4/8四個授權方式

出貨)

套 176,650

六 41
Forti

net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

系統 100人版
套 404,061

六 42
Forti

net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

系統使用者數量升級 300人
套 241,624

六 43
Forti

net

Fortinet 反垃圾郵件及郵件保全

系統 支援 1 CPU (授權方式：

依照CPU數量1/2/4/8四個授權

方式出貨)

套 420,305

六 44
Forti

net

Fortinet 身份認證系統

(Authenticator) 100人版
套 1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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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Fortinet 身份認證系統 (Authenticator) 使用者

數量升級 10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Fortinet 先進威脅防護系統 (ATP)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ecward美商信威TFG文件稽核暨管制系統(終

端授權10人版), 含主機管理軟體服務授權、硬

體金鑰5人版、TSP10人版、一年升級更新 (支

援MS-Office、Adobe PDF)或25人版終端授

權、一年升級更新或硬體金鑰50人版與TSP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HP ArcSight Logger 6.0 通用日誌擴充模組

(5GB日誌資料量), 含一年免費版本更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HP Fortify 應用程式防護系統含一年免費版本

更新 (網站伺服器1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ecward 美商信威TFG Reporting System

(Single Server) 軟體報表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ecward 美商信威TFGMobile 終端授權5人版

(含TFG Mobile Key server、Mobile 終端授權5

人版、一年軟體版本更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統 用戶端授權 (最

低採購數量10user，需搭配Server端 )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4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400

六 45
Forti

net

Fortinet 身份認證系統

(Authenticator) 使用者數量升級

100人
套 79,695

六 46
Forti

net
Fortinet 先進威脅防護系統
(ATP)

套 3,084,264

六 47
Sec

ward

Secward美商信威TFG文件稽核

暨管制系統(終端授權10人版),

含主機管理軟體服務授權、硬

體金鑰5人版、TSP10人版、一

年升級更新 (支援MS-Office、

Adobe PDF)或25人版終端授

權、一年升級更新或硬體金鑰

50人版與TSP50人版

套 174,162

六 48 HP
HP ArcSight Logger 6.0 通用日

誌擴充模組 (5GB日誌資料量),

含一年免費版本更新
套 198,579

六 49 HP
HP Fortify 應用程式防護系統含

一年免費版本更新 (網站伺服器

1台授權)

套 477,360

六 50
Sec

ward

Secward 美商信威TFG

Reporting System (Single

Server) 軟體報表系統
套 91,396

六 51
Sec

ward

Secward 美商信威TFGMobile

終端授權5人版(含TFG Mobile

Key server、Mobile 終端授權5

人版、一年軟體版本更新)

套 169,782

六 52 泰溥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統 用

戶端授權 (最低採購數量10user

，需搭配Server端 )

套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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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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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M 電子檔案加密管理系統- Client端(最低購

買數量10套，需搭配Server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3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0

Mail2000 電子郵件系統 - 維護套件包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Mobile App行動安全防護套件一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Mobile App行動安全防護工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heckmarx原始碼安全檢測工具(中央控管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heckmarx原始碼安全檢測工具昇級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IPSEC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Anti-Virus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NGFW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53 泰溥
EFM 電子檔案加密管理系統-

Client端(最低購買數量10套，需

搭配Server端)

套 5,939

六 54
Ope

nfind

Mail2000 電子郵件系統 - 維護

套件包 (一年期)
套 9,330

六 55
Ope

nfind
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 套 34,416

六 56
Arxa

n

Mobile App行動安全防護套件一

年授權
套 766,497

六 57
Arxa

n
Mobile App行動安全防護工具 套 2,538,071

六 58

Che

ckm

arx

Checkmarx原始碼安全檢測工

具(中央控管版)
套 1,776,650

六 59

Che

ckm

arx

Checkmarx原始碼安全檢測工

具昇級包
套 101,827

六 60

Juni

per

Netw

orks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 套 310,660

六 61

Juni

per

Netw

orks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IPSEC 授權
套 417,259

六 62

Juni

per

Netw

orks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Anti-

Virus 授權
套 606,091

六 63

Juni

per

Netw

orks

vSRX 虛擬安全防火牆含

NGFW 授權
套 1,06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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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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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JSA 安全威脅回應管理系統1000 E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 網路管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 Space Virtual Director 網路管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 Space Network Director 網路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 Space Security Director 網路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10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50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10人教學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數位學習系統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ireMon Application Server 防火牆安全策略管

理軟體主程式(設備授權需另購，含原廠一年

軟體升級服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64

Juni

per

Netw

orks

JSA 安全威脅回應管理系統
1000 EPS

套 2,073,096

六 65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 網路管理軟體 套 5,190,863

六 66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 Space Virtual Director 網

路管理軟體
套 5,305,584

六 67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 Space Network Director

網路管理
套 3,592,893

六 68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 Space Security Director

網路管理
套 2,690,355

六 69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10台授

權
套 135,025

六 70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50台授

權
套 620,305

六 71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10人教

學版
套 123,858

六 72

Juni

per

Netw

orks

Junosphere 虛擬路由器數位學

習系統50人版
套 282,234

六 73

Fire

Mon,

LLC

FireMon Application Server 防

火牆安全策略管理軟體主程式

(設備授權需另購，含原廠一年

軟體升級服務)

套 20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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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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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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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FireMon Security Manager License 防火牆安

全策略管理軟體設備授權(一台設備含HA授權

，需搭配主程式使用，含原廠一年軟體升級服

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ULogger-1500 Log Manage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ULogger-3000 Log Manage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UGuard-1000 SIE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UGuard-2000 SIE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日誌管理系統維護更新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資安事件管理平台更新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InstantScan上網行為管理與內容記錄系統(一

年期)-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InstantQoS應用性能分析與頻寬管理系統(一年

期)-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InstantKey雲端HTTPS內容記錄與安全過濾系

統(一年期)-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74

Fire

Mon,

LLC

FireMon Security Manager

License 防火牆安全策略管理軟

體設備授權(一台設備含HA授權

，需搭配主程式使用，含原廠

一年軟體升級服務)

套 143,147

六 93

數聯

資安
(ISS

DU)

ULogger-1500 Log Manager 套 447,665

六 94

數聯

資安
(ISS

DU)

ULogger-3000 Log Manager 套 634,162

六 95

數聯

資安
(ISS

DU)

UGuard-1000 SIEM 套 1,454,822

六 96

數聯

資安
(ISS

DU)

UGuard-2000 SIEM 套 2,176,523

六 97

數聯

資安
(ISS

DU)

日誌管理系統維護更新模組 套 114,162

六 98

數聯

資安
(ISS

DU)

資安事件管理平台更新模組 套 380,660

六 99

L7

Netw

orks

InstantScan上網行為管理與內

容記錄系統(一年期)-50人版
套 230,660

六 100

L7

Netw

orks

InstantQoS應用性能分析與頻寬

管理系統(一年期)-50人版
套 231,878

六 101

L7

Netw

orks

InstantKey雲端HTTPS內容記錄

與安全過濾系統(一年期)-50人

版
套 33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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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InstantGuard惡意中繼站防護系統(一年期)-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InstantBlock整合威脅管理系統(一年期)-50人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網路行為管理維護套件包(InstantScan上網行

為管理與內容記錄系統、InstantQoS應用性能

與頻寬管理系統、InstantKey雲端HTTPS內容

記錄與過濾系統、InstantGuard惡意中繼站防

護系統、InstantBlock威脅管理系統，擇一選

購)(一年期)-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端點行為管理與內容記錄模組(一年期)-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端點行為管理與內容記錄維護套件包(一年期)-

5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LisoMail 雲端郵件協作系統 – 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LisoMail 雲端郵件協作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

件包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estFiler 郵件歸檔稽核系統 – 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estFiler 郵件歸檔稽核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

件包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pamTrap 郵件安全防禦系統 – 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六 102

L7

Netw

orks

InstantGuard惡意中繼站防護系

統(一年期)-50人版
套 194,822

六 103

L7

Netw

orks

InstantBlock整合威脅管理系統

(一年期)-50人版
套 137,157

六 104

L7

Netw

orks

網路行為管理維護套件包

(InstantScan上網行為管理與內

容記錄系統、InstantQoS應用性

能與頻寬管理系統、InstantKey

雲端HTTPS內容記錄與過濾系

統、InstantGuard惡意中繼站防

護系統、InstantBlock威脅管理

系統，擇一選購)(一年期)-50人

版

套 68,934

六 105

L7

Netw

orks

端點行為管理與內容記錄模組

(一年期)-50人版
套 63,299

六 106

L7

Netw

orks

端點行為管理與內容記錄維護

套件包(一年期)-50人版
套 17,665

六 107
碩琦

科技

LisoMail 雲端郵件協作系統 –

50 人版
套 46,699

六 108
碩琦

科技

LisoMail 雲端郵件協作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件包 (一年期)
套 9,741

六 109
碩琦

科技

BestFiler 郵件歸檔稽核系統 –

50 人版
套 42,639

六 110
碩琦

科技

BestFiler 郵件歸檔稽核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件包 (一年期)
套 7,274

六 111
碩琦

科技

SpamTrap 郵件安全防禦系統 –

50 人版
套 4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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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pamTrap 郵件安全防禦系統 – 50 人版維護

套件包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EnTrustMail 郵件加密防護系統 – 50 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EnTrustMail 郵件加密防護系統 – 50 人版維護

套件包 (一年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伺服器10人版 (含1套驗證

主程式,10個軟體Token,10個管理授權) 一年授

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 client端軟體token 10個

一年授權 (可安裝至Windows/Android/iOS等作

業系統內)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 伺服器端管理授權-10個

一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larwinds 網路設備及主機狀態監測軟體250

個元件數量授權 (NPM250/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larwinds 網路頻寬分析與效能監測網管軟體

250個元件數量授權(NBAP250/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larwinds 網路設備設定備份與回復軟體50台

設備數量授權 (NCM50/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112
碩琦

科技

SpamTrap 郵件安全防禦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件包 (一年期)
套 7,274

六 113
碩琦

科技

EnTrustMail 郵件加密防護系統

– 50 人版
套 31,979

六 114
碩琦

科技

EnTrustMail 郵件加密防護系統

– 50 人版維護套件包 (一年期)
套 6,395

六 115 RSA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伺服器10

人版 (含1套驗證主程式,10個軟

體Token,10個管理授權) 一年授

權

套 395,939

六 116 RSA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 client端軟

體token 10個 一年授權 (可安裝

至Windows/Android/iOS等作業

系統內)

套 41,624

六 117 RSA
雙因子身份認證系統 伺服器端

管理授權-10個 一年授權
套 106,599

六 118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網路設備及主機狀

態監測軟體250個元件數量授權

(NPM250/1年授權)

套 330,000

六 119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網路頻寬分析與效

能監測網管軟體250個元件數量

授權(NBAP250/1年授權)

套 550,000

六 120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網路設備設定備份

與回復軟體50台設備數量授權

(NCM50/1年授權)

套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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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olarwinds 伺服器與應用程式狀態監測軟體

150個components數量授權 (SAM150/1年授

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larwinds 虛擬化設備平台監測軟體8個CPU

數量授權 (VM8/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larwinds 網管分散式監控引擎輪詢系統軟體

1套授權 (Polling Engine/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Solarwinds 自動繪製網路拓樸與設備連接圖軟

體1套授權 (NTM/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人版一年授權(軟體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人版一年授權(雲端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50人版一年授權(軟體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50人版一年授權(雲端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0人版一年授權(軟

體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121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伺服器與應用程式

狀態監測軟體150個

components數量授權

(SAM150/1年授權)

套 160,000

六 122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虛擬化設備平台監

測軟體8個CPU數量授權

(VM8/1年授權)

套 160,000

六 123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網管分散式監控引

擎輪詢系統軟體1套授權

(Polling Engine/1年授權)

套 920,000

六 124

Sola

rwin

ds

Solarwinds 自動繪製網路拓樸

與設備連接圖軟體1套授權

(NTM/1年授權)

套 80,000

六 125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人版

一年授權(軟體版)
套 103,147

六 126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人版

一年授權(雲端版)
套 66,904

六 127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50人版

一年授權(軟體版)
套 196,954

六 128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50人版

一年授權(雲端版)
套 118,173

六 129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0人版

一年授權(軟體版)
套 37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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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0人版一年授權(雲

端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安全上網閘道防護系統250人版一年

授權(1)網頁過濾授權 (2)惡意軟體阻擋授權,以

上授權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報表軟體 政府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報表軟體 政府進階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儲存容量2TB)

(1)軟體版(2)虛擬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儲存容量

10TB)(1)軟體版(2)虛擬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 中央管理系統(1)

軟體版(2)虛擬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ASM-VE-200M 虛擬式網頁防火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ASM-VE-1G 虛擬式網頁防火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130
Blue

Coat

Blue Coat上網安全防護250人版

一年授權(雲端版)
套 342,640

六 131
Blue

Coat

Blue Coat安全上網閘道防護系

統250人版一年授權(1)網頁過濾

授權 (2)惡意軟體阻擋授權,以上

授權擇一選購

套 630,254

六 132
Blue

Coat
Blue Coat報表軟體 政府版 套 476,650

六 133
Blue

Coat
Blue Coat報表軟體 政府進階版 套 1,260,508

六 134
Blue

Coat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儲

存容量2TB) (1)軟體版(2)虛擬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套 1,893,563

六 135
Blue

Coat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儲

存容量10TB)(1)軟體版(2)虛擬

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套 4,615,310

六 136
Blue

Coat

Blue Coat資訊安全鑑識分析 中

央管理系統(1)軟體版(2)虛擬版

以上版本擇一選購
套 2,284,264

六 137

F5

Netw

orks

F5-ASM-VE-200M 虛擬式網頁

防火牆軟體
套 752,386

六 138

F5

Netw

orks

F5-ASM-VE-1G 虛擬式網頁防

火牆軟體
套 99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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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F5-ASM-VE-3G 虛擬式網頁防火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BIG-APM-VE-1G 250人使用者虛擬式加密

通路存取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BIG-APM-VE-200M 100人使用者虛擬式加

密通路存取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USB加密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神網IP安全管理模組一年軟體更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00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Client端(需具備

Console端,最低購買數量1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Client端一年軟

體系統維護(含更新,需具備Console端,最低購

買數量1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00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Console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GCB稽核管理系統50人軟體授權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虛擬桌面資源重置系統10人軟體授權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六 139

F5

Netw

orks

F5-ASM-VE-3G 虛擬式網頁防

火牆軟體
套 1,142,234

六 140

F5

Netw

orks

F5-BIG-APM-VE-1G 250人使用

者虛擬式加密通路存取軟體
套 421,015

六 141

F5

Netw

orks

F5-BIG-APM-VE-200M 100人

使用者虛擬式加密通路存取軟

體
套 210,457

六 142
日月

晶耀
USB加密模組 套 1,333

六 143
日月

晶耀

神網IP安全管理模組一年軟體更

新授權
套 375

六 145
日月

晶耀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

Client端(需具備Console端,最低

購買數量10人版)

套 2,342

六 146
日月

晶耀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

Client端一年軟體系統維護(含更

新,需具備Console端,最低購買

數量10人版)

套 428

六 147
日月

晶耀

神網電腦終端防護系統最新版

Console端
套 12,483

六 149
曜祥

網技

GCB稽核管理系統50人軟體授

權最新版
套 42,944

六 150
曜祥

網技

虛擬桌面資源重置系統10人軟

體授權最新版
套 20,305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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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網站系統安全檢測滲透測試及攻防測試組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資安防護平台USG310一年軟體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析管理平台政府

版250 users 一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析管理平台政府

版1000 users 一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ountertack Sentinel資料收集平台政府版一年

授權（每超過 2500 users 需增購一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析用戶端政府版

一年增購50 users授權（用戶端增購授權，增

購級距 250~999 users，並需已具備大數據分

析管理平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析用戶端政府版

一年增購50 users授權（用戶端增購授權，增

購級距 1000~2499 users，需已具備大數據分

析管理平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Gigamon 智慧型流量管理套件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RAPID7 nexpose Enterprise 弱點風險管理平

台-企業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151
定威

科技

網站系統安全檢測滲透測試及

攻防測試組合
套 61,437

六 162

合勤

科技

股份

有限

資安防護平台USG310一年軟體

授權
套 38,579

六 166

Cou

ntert

ack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

析管理平台政府版250 users 一

年授權
套 3,347,919

六 167

Cou

ntert

ack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

析管理平台政府版1000 users

一年授權
套 5,547,919

六 168

Cou

ntert

ack

Countertack Sentinel資料收集

平台政府版一年授權（每超過

2500 users 需增購一套）
套 7,174,112

六 169

Cou

ntert

ack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

析用戶端政府版一年增購50

users授權（用戶端增購授權，

增購級距 250~999 users，並需

已具備大數據分析管理平台）

套 306,091

六 170

Cou

ntert

ack

Countertack Sentinel大數據分

析用戶端政府版一年增購50

users授權（用戶端增購授權，

增購級距 1000~2499 users，需

已具備大數據分析管理平台）

套 277,360

六 171
Giga

mon
Gigamon 智慧型流量管理套件 套 1,114,315

六 172
RAP

ID7

RAPID7 nexpose Enterprise 弱

點風險管理平台-企業版
套 34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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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Zimbra Mail Server Standard for 50U mailbox

pack, 標準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Zimbra Mail Server Enterprise for 50U

Mailbox Pack, 專業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Zimbra Mail Server Standard for 50U Mailbox

Pack, 標準版-校園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Zimbra Mail Server Enterprise for 50U

Mailbox Pack, 專業版-校園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中華數位SPAM SQR郵件安全過濾防護系統軟

體中文版(含防毒功能)或系統選購模組軟體中

文版25人數使用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40

中華數位SPAM SQR郵件安全過濾防護系統或

中華數位Mail SQR 電子郵件備份稽核記錄管

理系統之選購模組軟體中文牌25人數使用權

(次年保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D進階管理系統-適用50人軟體授權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電腦資產管理與健檢系統-適用50人軟體授權

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IP資源管理系統-Dr IP 5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六 173
Zimb

ra

Zimbra Mail Server Standard

for 50U mailbox pack, 標準版
套 110,761

六 174
Zimb

ra

Zimbra Mail Server Enterprise

for 50U Mailbox Pack, 專業版
套 170,457

六 175
Zimb

ra

Zimbra Mail Server Standard

for 50U Mailbox Pack, 標準版-

校園授權
套 34,010

六 176
Zimb

ra

Zimbra Mail Server Enterprise

for 50U Mailbox Pack, 專業版-

校園授權
套 59,594

六 177
中華

數位

中華數位SPAM SQR郵件安全

過濾防護系統軟體中文版(含防

毒功能)或系統選購模組軟體中

文版25人數使用權

套 92,589

六 178
中華

數位

中華數位SPAM SQR郵件安全

過濾防護系統或中華數位Mail

SQR 電子郵件備份稽核記錄管

理系統之選購模組軟體中文牌

25人數使用權(次年保固)

套 35,939

六 183
曜祥

網技

AD進階管理系統-適用50人軟體

授權最新版
套 42,081

六 184
曜祥

網技

電腦資產管理與健檢系統-適用

50人軟體授權最新版
套 56,041

六 185
曜祥

網技
IP資源管理系統-Dr IP 50人 套 5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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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AD進階管理系統-適用50人軟體一年版本升級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電腦資產管理與健檢系統-適用50人軟體一年

版本升級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IP資源管理系統-Dr IP 50人一年版本升級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IP資源管理-適用一個C-class一年版本升級授

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40

(台灣製)IT資源管理與網路安全防護系統 - 適

用一個C -Class 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phos 資訊安全組合 (Sophos Security Suite)

(1)加密安全模組(2)郵件安全模組(3)裝置控管

模組，以上模組擇一選購。 (50人版/1年授權/

最低購買數量為1套/最高購買數量為50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ophos上網安全防護系統 (Sophos Protection

System) (1)網路防護模組(2)網頁保護模組(3)

網站保護網組，以上模組擇一選購。 (50人版

/1年授權/最低購買數量為1套/最高購買數量為

50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phos加密安全防護組合 (Sophos

SafeGuard Enterprise) (50人版/1年授權/最低

購買數量為1套/最高購買數量為100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六 186
曜祥

網技

AD進階管理系統-適用50人軟體

一年版本升級授權
套 10,660

六 187
曜祥

網技

電腦資產管理與健檢系統-適用

50人軟體一年版本升級授權
套 14,213

六 188
曜祥

網技

IP資源管理系統-Dr IP 50人一年

版本升級授權
套 37,563

六 189
曜祥

網技

IP資源管理-適用一個C-class一

年版本升級授權
套 64,264

六 190
飛幕

科技

(台灣製)IT資源管理與網路安全

防護系統 - 適用一個C -Class 管

理
套 333,294

六 191
Sop

hos

Sophos 資訊安全組合 (Sophos

Security Suite) (1)加密安全模組

(2)郵件安全模組(3)裝置控管模

組，以上模組擇一選購。 (50人

版/1年授權/最低購買數量為1套/

最高購買數量為50套)

套 253,756

六 192
Sop

hos

Sophos上網安全防護系統 (Sophos

Protection System) (1)網路防護模

組(2)網頁保護模組(3)網站保護網組

，以上模組擇一選購。 (50人版/1

年授權/最低購買數量為1套/最高購

買數量為50套)

套 304,518

六 193
Sop

hos

Sophos加密安全防護組合
(Sophos SafeGuard Enterprise)

(50人版/1年授權/最低購買數量

為1套/最高購買數量為100套)

套 18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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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ophos 威脅管理安全組合 (100人版/1年授權/

最低購買數量為1套/最高購買數量為50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ophos Mobile Control行動裝置控管 (1年授

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Sophos Cloud 雲端安全管理組合 (1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0

Sophos iView 網路的智能檢視 (1 年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90

六 194
Sop

hos

Sophos 威脅管理安全組合 (100

人版/1年授權/最低購買數量為1

套/最高購買數量為50套)

套 253,756

六 195
Sop

hos

Sophos Mobile Control行動裝置

控管 (1年授權)
套 1,556

六 196
Sop

hos

Sophos Cloud 雲端安全管理組

合 (1年授權)
套 2,244

六 197
Sop

hos

Sophos iView 網路的智能檢視

(1 年授權)
套 8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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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碁優電腦防護還原系統 網路版 (至少 10 人版

以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碁優電腦防護還原系統 單機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4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Vmware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

體host數量計價)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Hyper-V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

體host數量計價)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Citrix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體

host數量計價)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Universal License (含一年升級

服務以實體host數量計價)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TOP CPR 電腦還原系統 標準版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TOP COMBO 群組電腦管理系統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TOPSTOR 資料備份系統--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七 3 碁優
碁優電腦防護還原系統 網路版

(至少 10 人版以上)
套 975

七 4 碁優 碁優電腦防護還原系統 單機版 套 1,178

七 5
Acro

nis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Vmware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

體host數量計價)

套 82,173

七 6
Acro

nis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Hyper-V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

體host數量計價)

套 82,173

七 7
Acro

nis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Citrix (含一年升級服務以實體

host數量計價)

套 82,173

七 8
Acro

nis

虛擬設備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Universal License (含一年升級

服務以實體host數量計價)

套 83,476

七 9 泰溥
TOP CPR 電腦還原系統 標準版

-- 10U授權
套 18,365

七 10 泰溥
TOP COMBO 群組電腦管理系

統 -- 10U授權
套 36,650

七 11 泰溥
TOPSTOR 資料備份系統-- 10U

授權
套 2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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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ymantec Application HA最新版, for Windows

平台虛擬主機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

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Linux Server 最

新版, 計價單位 per server, 包含1年7x24 原廠

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計價單位 per server授權版, 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最新桌上版, 計價

單位 per device,授權, 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

以及免費升級權利（最低授權購買數為5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虛擬化平台最新

版, 計價單位 per host,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

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mantec DATA INSIGHT 非結構化資料分析

監控報表管理系統,計價單位Per 資料量TB, 包

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 for Windows 平台

最新版,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

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七 12

Sym

ante

c

Symantec Application HA最新

版, for Windows平台虛擬主機 ,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

免費升級權利

套 20,828

七 13

Sym

ante

c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Linux Server 最新版, 計價單位

per server,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

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套 22,113

七 14

Sym

ante

c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計價

單位 per server授權版, 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

利.

套 34,822

七 15

Sym

ante

c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最

新桌上版, 計價單位 per device,

授權, 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

及免費升級權利（最低授權購

買數為5人）

套 3,245

七 16

Sym

ante

c

Symantec System Recovery 虛

擬化平台最新版, 計價單位 per

host,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

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套 110,092

七 17

Sym

ante

c

Symantec DATA INSIGHT 非結

構化資料分析監控報表管理系

統,計價單位Per 資料量TB, 包含

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

升級權利

套 122,121

七 18

Sym

ante

c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 for Windows 平台最新版,包

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

費升級權利

套 305,019

27/55
實際決標價以工業局公告為準



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ymantec 儲存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DR 最新版 for Windows 平台,

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 for UNIX 平台最新

版,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

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DR for UNIX 平台

最新版,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

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企業版伺服器中控台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for Windows 企業版終端代理程式最

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for UNIX 企業版終端代理程式最新

版 (管理備份伺服器for UNIX 平台)包含1年

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Symantec BACKUP EXEC 15 AGENT FOR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資料庫

與應用程式備份模組最新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七 19

Sym

ante

c

Symantec 儲存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DR

最新版 for Windows 平台,包含1

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

升級權利

套 625,224

七 20

Sym

ante

c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 for UNIX 平台最新版,包含1

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

升級權利

套 808,203

七 21

Sym

ante

c

Symantec 儲存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HA/DR for UNIX 平台最新版,包

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

費升級權利

套 808,203

七 22

Sym

ante

c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企業版

伺服器中控台最新版
套 310,956

七 23

Sym

ante

c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for

Windows 企業版終端代理程式

最新版

套 148,096

七 24

Sym

ante

c

Symantec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for

UNIX 企業版終端代理程式最新

版 (管理備份伺服器for UNIX 平

台)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

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套 372,865

七 25

Sym

ante

c

Symantec BACKUP EXEC 15

AGENT FOR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資料庫與應

用程式備份模組最新版

套 4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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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ymantec BACKUP EXEC 15 SERVER WIN

PER SERVER ,備份主控站 for Windows平台

最新版(中央管理備份for Windows平台)包含1

年7x24 原廠技術資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Enterprise

Plus for VMware or Hyper-V 1 CPU Socket

(VMware或Hyper-V 二擇一、單顆CPU授權、

一年原廠技術諮詢)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Enterprise for

VMware or Hyper-V 1 CPU Socket (VMware

或Hyper-V 二擇一、單顆CPU授權、一年原廠

技術諮詢)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Dell主機資料備份保護1TB軟體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標準功能模

組使用授權(需要具備伺服端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週邊裝置安

全管理模組使用授權(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

能模組的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軟體安全管

理模組使用授權(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

組的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七 26

Sym

ante

c

Symantec BACKUP EXEC 15

SERVER WIN PER SERVER ,

備份主控站 for Windows平台最

新版(中央管理備份for Windows

平台)包含1年7x24 原廠技術資

訊以及免費升級權利

套 45,426

七 28
Vee

am

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Enterprise Plus for VMware or

Hyper-V 1 CPU Socket

(VMware或Hyper-V 二擇一、單

顆CPU授權、一年原廠技術諮

詢)

套 138,849

七 29
Vee

am

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Enterprise for VMware or

Hyper-V 1 CPU Socket

(VMware或Hyper-V 二擇一、單

顆CPU授權、一年原廠技術諮

詢)

套 86,903

七 30

荷蘭

商戴

爾企

業股

Dell主機資料備份保護1TB軟體

授權
套 202,030

七 31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標準功能模組使用授權(需要

具備伺服端使用授權)

套 1,216

七 32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週邊裝置安全管理模組使用

授權(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

模組的使用授權)

套 780

七 33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軟體安全管理模組使用授權

(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組

的使用授權)

套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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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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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IP管理模組

使用授權(1個Class C網段，需要具備伺服端

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隨身碟加密

模組使用授權(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組

的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1、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端檔案目錄監

控模組使用授權 (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

組的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1,000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軟體更新升級一年

期 (適用於舊客戶)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6、單次最高購買數

量：3,000

七 34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IP管理模組使用授權(1個

Class C網段，需要具備伺服端

使用授權)

套 90,443

七 35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隨身碟加密模組使用授權(需

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組的

使用授權)

套 577

七 36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用戶

端檔案目錄監控模組使用授權

(需要具備用戶端標準功能模組

的使用授權)

套 698

七 37
達煬

科技

WinMatrix IT資源管理系統軟體

更新升級一年期 (適用於舊客戶)
套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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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TOPOO 行政E化管理平台 -- 10U授權 (支援

Android、iOS系統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應用系統效能管理工具-dynaTrace for Java

或.NET agent (內含軟體及一年保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SPSS Modeler(視覺化資料探勘平台)

D0EMZLL IBM SPSS MODELER

PROFESSIONAL AUTHORIZED USER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5

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最新版 網路版授權
D0ELQLL 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CONCURRENT USER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SPSS Analytic Server(海量資料探勘解決方案)

D100BLL IBM SPSS ANALYTIC SERVER

HADOOP PUSHBACK RESOURCE VALUE

UNIT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teamLife 全方位辦公室資源整合系統 - 200人

版 (入口網/單一簽入(SSO)/AD整合/權限控管/

資訊連結分類/行事曆/公告欄/提醒通知/資訊搜

尋/標籤分類/便條紙/個人備忘錄/部門站台/留

言區/投票/即時通訊/電子郵件檢視/RSS訂閱/

工具箱/工作追蹤管理/會議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八 1 泰溥
TOPOO 行政E化管理平台 --

10U授權 (支援 Android、iOS系

統使用)

套 40,609

八 2

Dyn

atrac

e

應用系統效能管理工具-

dynaTrace for Java或.NET

agent (內含軟體及一年保固)

套 558,376

八 3 IBM

SPSS Modeler(視覺化資料探勘

平台) D0EMZLL IBM SPSS

MODELER PROFESSIONAL

AUTHORIZED USER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套 1,698,848

八 4 IBM

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最新

版 網路版授權 D0ELQLL 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CONCURRENT USER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套 159,635

八 5 IBM

SPSS Analytic Server(海量資料

探勘解決方案) D100BLL IBM

SPSS ANALYTIC SERVER

HADOOP PUSHBACK

RESOURCE VALUE UNIT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套 96,655

八 6

GSS

叡揚

資訊

teamLife 全方位辦公室資源整

合系統 - 200人版 (入口網/單一

簽入(SSO)/AD整合/權限控管/資

訊連結分類/行事曆/公告欄/提醒

通知/資訊搜尋/標籤分類/便條紙

/個人備忘錄/部門站台/留言區/

投票/即時通訊/電子郵件檢視

/RSS訂閱/工具箱/工作追蹤管理

/會議管理)

套 1,29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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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醫院評鑑管理系統 (含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

鑑條文與醫策會發布條文規定同步更新系統、

條文匯入工具供醫院匯入醫中任務指標、癌症

診療品質認證、感控查核等評鑑； 本系統必需

搭配 Vitals/KM 知識管理系統一起使用 )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採購知識管理系統 - 15人版 (含範本套表/表單

發佈/案件歸檔/查詢匯出/電子採購網招標公告

匯入等功能 )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Heart-Survey問卷管理系統（標準10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Heart-SWS服務管理系統＋行動App(標準50人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八 7

GSS

叡揚

資訊

醫院評鑑管理系統 (含醫院評鑑

及教學醫院評鑑條文與醫策會

發布條文規定同步更新系統、

條文匯入工具供醫院匯入醫中

任務指標、癌症診療品質認

證、感控查核等評鑑； 本系統

必需搭配 Vitals/KM 知識管理系

統一起使用 )

套 1,009,949

八 8

GSS

叡揚

資訊

採購知識管理系統 - 15人版 (含

範本套表/表單發佈/案件歸檔/查

詢匯出/電子採購網招標公告匯

入等功能 )

套 762,030

八 9

GSS

叡揚

資訊

Heart-Survey問卷管理系統（標

準10人版）
套 353,807

八 10

GSS

叡揚

資訊

Heart-SWS服務管理系統＋行

動App(標準50人版)
套 1,49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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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BDS Premium(營建工程組合包)或IDS

Premium(基礎建設組合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

(AutoCAD+Inventor 機械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 (AutoCAD+3ds Max 組合包)商業完

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

(AutoCAD+Inventor 機械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 (AutoCAD+3ds Max 組合包)商業完

整版最新版 一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AutoCAD Architecture 或 AutoCAD Map 3D

或 AutoCAD Mechanical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

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AutoCAD Architecture 或 AutoCAD Map 3D

或 AutoCAD Mechanical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一

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utoCAD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

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AutoCAD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

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一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0

九 1
Auto

desk

BDS Premium(營建工程組合包)

或IDS Premium(基礎建設組合

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
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177,259

九 2
Auto

desk

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 (AutoCAD+Inventor

機械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 (AutoCAD+3ds Max

組合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

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129,543

九 3
Auto

desk

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 (AutoCAD+Inventor

機械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 (AutoCAD+3ds Max

組合包)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一年

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64,569

九 4
Auto

desk

AutoCAD Architecture 或

AutoCAD Map 3D 或 AutoCAD

Mechanical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121,421

九 5
Auto

desk

AutoCAD Architecture 或

AutoCAD Map 3D 或 AutoCAD

Mechanical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一年期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60,508

九 6
Auto

desk

AutoCAD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包)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二年期
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97,056

九 7
Auto

desk

AutoCAD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包)

商業完整版最新版 一年期
Desktop Subscription

套 4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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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BDS Premium(營建工程組合包)或IDS

Premium(基礎建設組合包)或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AutoCAD+Inventor機械

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AutoCAD+3ds

Max 組合包)任一項維護合約續約一年(需提供

原有效序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AutoCAD Architecture或AutoCAD Map 3D或

AutoCAD Mechanical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包)或AutoCAD任

一項維護合約續約一年(需提供原有效序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Clip Studio Paint Pro 日系專業漫畫插圖製作

套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dobe Acrobat Pro DC 英文 專業版 政府單位

安裝授權(含一片光碟)(WI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Adobe Acrobat Standard DC英文 標準版 政府

單位安裝授權(含一片光碟)(WIN) (含Acrobat 2

小時專業教育訓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Adobe Lightroom 中文版 政府單位安裝授權

(含一片光碟)(WI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Adobe Acrobat Pro DC 中文 專業版 校園安裝

授權(含一片光碟)(WI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0

Adobe Lightroom 中文版 盒裝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九 8
Auto

desk

BDS Premium(營建工程組合包)

或IDS Premium(基礎建設組合

包)或AutoCAD Civil 3D或PrDS

Premium(AutoCAD+Inventor機

械設計組合包)或ADS

Premium(AutoCAD+3ds Max

組合包)任一項維護合約續約一

年(需提供原有效序號)

套 28,020

九 9
Auto

desk

AutoCAD Architecture或

AutoCAD Map 3D或AutoCAD

Mechanical或ADS

Standard(AutoCAD設計組合包)

或AutoCAD任一項維護合約續

約一年(需提供原有效序號)

套 23,604

九 10
celsy

s

Clip Studio Paint Pro 日系專業

漫畫插圖製作套組
套 1,218

九 12
Ado

be

Adobe Acrobat Pro DC 英文 專

業版 政府單位安裝授權(含一片

光碟)(WIN)

套 16,418

九 14
Ado

be

Adobe Acrobat Standard DC英

文 標準版 政府單位安裝授權(含

一片光碟)(WIN) (含Acrobat 2小

時專業教育訓練)

套 11,573

九 15
Ado

be

Adobe Lightroom 中文版 政府

單位安裝授權(含一片光

碟)(WIN)

套 7,004

九 16
Ado

be

Adobe Acrobat Pro DC 中文 專

業版 校園安裝授權(含一片光

碟)(WIN)

套 7,322

九 17
Ado

be
Adobe Lightroom 中文版 盒裝 套 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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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雲端公文製作及線上簽核管理系統 -- 10U授權

(支援android、iOS系統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PEED 公文線上簽核管理系統 10人版 (公文

製作/簽核流程管理/收文/登記桌/發文/檔案管

理/稽催)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十一 2

GSS

叡揚

資訊

SPEED 公文線上簽核管理系統

10人版 (公文製作/簽核流程管理

/收文/登記桌/發文/檔案管理/稽

催)

套 298,477

十一 1 泰溥
雲端公文製作及線上簽核管理

系統 -- 10U授權 (支援android、

iOS系統使用)

套 14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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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數位看板播放端使用授權-單機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TOPMeeting 全球行動視訊會議系統 -- 1Users

授權 (提供 android、iOS商城APP下載) 最低

採購數5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TOPOO 無紙化會議系統 (5Users 授權) 支援

Windows、Andriod及iOS載具，可同時上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跨平台無紙化會議同步管理系統(1u授權版,最

低授權購數2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teamKube 無紙化工作與會議管理追蹤系統 -

30人版 (線上討論會議(含 Pad 模組)/無限層交

辦追蹤/列管事項查核/定期提醒與稽催/E-mail

交辦/手機交辦/全文檢索/綜合查詢報表/專案工

作導航樹/簡訊通知模組/AD整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eamKube 電子化會議系統 - 15 人版 (支援平

板電腦)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531,980

十二 10

GSS

叡揚

資訊

teamKube 電子化會議系統 - 15

人版 (支援平板電腦)
套 180,711

泰溥

TOPOO 無紙化會議系統

(5Users 授權) 支援Windows、

Andriod及iOS載具，可同時上

線。

十二 9

GSS

叡揚

資訊

teamKube 無紙化工作與會議管

理追蹤系統 - 30人版 (線上討論

會議(含 Pad 模組)/無限層交辦

追蹤/列管事項查核/定期提醒與

稽催/E-mail交辦/手機交辦/全文

檢索/綜合查詢報表/專案工作導

航樹/簡訊通知模組/AD整合)

十二 6 泰溥

TOPMeeting 全球行動視訊會議

系統 -- 1Users授權 (提供

android、iOS商城APP下載) 最

低採購數5套

套 38,579

十二 1
創意

整合

數位看板播放端使用授權-單機

授權版
套 35,330

套 202,538

十二 8

巧豐

資訊

股份

有限

公司

跨平台無紙化會議同步管理系

統(1u授權版,最低授權購數2人)
套 4,569

十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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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MOD行動數位典藏管理系統(電腦、平板、智

慧手機用版本) Server授權一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MOD行動數位典藏管理系統(電腦、平板、智

慧手機用版本) 終端存取使用授權一套(5人使

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CLMS補救學習資源管理平台(電腦、平板、智

慧手機用版本) Server授權一套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LMS補救學習資源管理平台(電腦、平板、智

慧手機用版本) 終端存取使用授權一套(5人使

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MCS2 多媒體協同作業系統 伺服器端 (50人帳

號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MCS2 多媒體影音互動應用模組 -- 5Users授

權 (需搭配伺服器端) xPress2互動影音廣播

站、xLearn虛擬教室、xMeet互動討論室、

xRead 電子書編輯手 (以上模組得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MOOCS 微課程學習管理平台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平台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十三 2
創意

整合

MOD行動數位典藏管理系統(電

腦、平板、智慧手機用版本)

Server授權一套
套 441,624

十三 3
創意

整合

MOD行動數位典藏管理系統(電

腦、平板、智慧手機用版本) 終

端存取使用授權一套(5人使用授

權)

套 88,832

十三 4
創意

整合

CLMS補救學習資源管理平台

(電腦、平板、智慧手機用版本)

Server授權一套
套 258,883

十三 5
創意

整合

CLMS補救學習資源管理平台

(電腦、平板、智慧手機用版本)

終端存取使用授權一套(5人使用

授權)

套 64,467

十三 6 泰溥
MCS2 多媒體協同作業系統 伺

服器端 (50人帳號授權版)
套 235,868

十三 7 泰溥

MCS2 多媒體影音互動應用模

組 -- 5Users授權 (需搭配伺服器

端) xPress2互動影音廣播站、

xLearn虛擬教室、xMeet互動討

論室、xRead 電子書編輯手 (以

上模組得擇一選購)

套 71,218

十三 8 泰溥
MOOCS 微課程學習管理平台 --

10U授權
套 51,929

十三 9 泰溥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平台 -- 10U

授權
套 2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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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微校園學習歷程管理平台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OES 企業搜尋探勘軟體-25萬筆授權索引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 200人版(含搜尋結

果分群統計\知識館\分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

言\文件審核\績效評量\專家黃頁\文件討論\AD

整合\Open ID模\貢獻度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 50人版(含搜尋結

果分群統計\知識館\分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

言\文件審核\績效評量\專家黃頁\文件討論\AD

整合\Open ID模\貢獻度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itals P.MAP 作業程序與學習地圖模組授權

(含程序與內容結構制定、視覺化的步驟導引

呈現、草稿、分類夾、權限管理、結合作業產

出/表單/案例等資訊)(本品項必需搭配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一起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itals/KM知識管理系統-50人版 (含搜尋結果分

群統計\知識館\分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言\

績效評量\文件討論\Open ID 模組) 附贈：陳永

隆 - 知識管理價值創新與開放分享書籍一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十三 10 泰溥
微校園學習歷程管理平台 --

10U授權
套 28,579

十三 11
open

find

OES 企業搜尋探勘軟體-25萬筆

授權索引
套 202,944

十三 12

GSS

叡揚

資訊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 200

人版(含搜尋結果分群統計\知識

館\分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言

\文件審核\績效評量\專家黃頁\

文件討論\AD整合\Open ID模\貢

獻度模組)

套 759,391

十三 13

GSS

叡揚

資訊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 50

人版(含搜尋結果分群統計\知識

館\分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言

\文件審核\績效評量\專家黃頁\

文件討論\AD整合\Open ID模\貢

獻度模組)

套 201,015

十三 14

GSS

叡揚

資訊

Vitals P.MAP 作業程序與學習

地圖模組授權(含程序與內容結

構制定、視覺化的步驟導引呈

現、草稿、分類夾、權限管

理、結合作業產出/表單/案例等

資訊)(本品項必需搭配 Vitals

ESP 知識管理企業雲一起使用)

套 289,340

十三 16

GSS

叡揚

資訊

Vitals/KM知識管理系統-50人版

(含搜尋結果分群統計\知識館\分

類檢索\知識地圖\自然語言\績效

評量\文件討論\Open ID 模組)

附贈：陳永隆 - 知識管理價值創

新與開放分享書籍一冊

套 17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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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民眾服務管理系統 (Access 資料庫,含一年免

費軟體版本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U化-多媒體廣播互動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Topoo CRM為民服務系統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十四 2

宸緯

資訊

有限

公司

民眾服務管理系統 (Access 資

料庫,含一年免費軟體版本昇級)
套 46,701

十四 3
銀河

系
U化-多媒體廣播互動系統 套 30,355

十四 4 泰溥
Topoo CRM為民服務系統 --

10U授權
套 2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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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ThinPLUS 資安管理軟體升級版 For VPS 或

VX 或 RPMXP 或 ThinPLUS系列系統版本(昇

級支援Windows 2008 X32/X64 Server 或 最

新版本)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VX2雲端入口安全管理系統 by Client授權(最低

授權購買數 5u)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VX虛擬化中央集控管理系統(多語系)Version

2.1 (by Client授權)(最低授權購買數 5u) (支援

Windows 2008 X32/X64 Server或 最新版本)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Array Networks SSL VPN vxAG Virtual

Secure Access Gateways(25 clien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Array Networks Server load balance vAPV

Virtual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s for 1

processo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SANsymphony-

v10主程式、讀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

非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料快照、資料

遷移、iSCSI SAN存取。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SANsymphony-

v10主程式、讀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

非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料快照、資料

遷移、iSCSI SAN存取、14天秒級資料保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十五 1

Thin

PLU

S

ThinPLUS 資安管理軟體升級版

For VPS 或 VX 或 RPMXP 或

ThinPLUS系列系統版本(昇級支

援Windows 2008 X32/X64

Server 或 最新版本)

套 50,355

十五 2

Thin

PLU

S

VX2雲端入口安全管理系統 by

Client授權(最低授權購買數 5u)
套 5,330

十五 3

Thin

PLU

S

VX虛擬化中央集控管理系統(多

語系)Version 2.1 (by Client授

權)(最低授權購買數 5u) (支援
Windows 2008 X32/X64 Server

或 最新版本)

套 16,142

十五 6
安瑞

科技

Array Networks SSL VPN vxAG

Virtual Secure Access

Gateways(25 client)
套 192,893

十五 7
安瑞

科技

Array Networks Server load

balance vAPV Virtual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s

for 1 processor

套 365,482

十五 8
Data

core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

SANsymphony-v10主程式、讀

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非

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

料快照、資料遷移、iSCSI SAN

存取。

套 369,543

十五 9
Data

core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

SANsymphony-v10主程式、讀

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非

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

料快照、資料遷移、iSCSI SAN

存取、14天秒級資料保護。

套 7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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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SANsymphony-

v10主程式、讀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

非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料快照、資料

遷移、iSCSI / FC SAN存取、14天秒級資料保

護、非同步抄寫自動雙向切換、儲存自動分

層。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irtual SAN

HS16主程式套件。(內含16TB空間授權、

iSCSI、高可用HA、精簡配置、快照、自動分

層、資料遷移-Pass-Through)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DataCore SANsymphony-V10 儲存軟體套件

選購附屬軟體,1. 非同步抄寫 2. 非同步抄寫自

動雙向切換 3. 14天秒級資料保護 4. FC SAN

存取5. 儲存自動分層以上五種選購軟體可任選

其中一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10TB容量授權空間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L1 主程式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L2 主程式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L3 主程式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十五 10
Data

core

DataCore儲存軟體套件，包含

SANsymphony-v10主程式、讀

寫快取 / 隨機寫加速、同步與非

同步抄寫、空間精簡配置、資

料快照、資料遷移、iSCSI / FC

SAN存取、14天秒級資料保

護、非同步抄寫自動雙向切

換、儲存自動分層。

套 2,354,315

十五 11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irtual SAN HS16主程式套

件。(內含16TB空間授權、

iSCSI、高可用HA、精簡配置、

快照、自動分層、資料遷移-

Pass-Through)

套 433,503

十五 12
Data

core

DataCore SANsymphony-V10

儲存軟體套件選購附屬軟體,1.

非同步抄寫 2. 非同步抄寫自動

雙向切換 3. 14天秒級資料保護

4. FC SAN存取5. 儲存自動分層

以上五種選購軟體可任選其中

一項.

套 165,482

十五 13
Data

core
10TB容量授權空間 套 383,756

十五 14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L1 主程式軟體升級保固 (含

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40,609

十五 15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L2 主程式軟體升級保固 (含

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82,741

十五 16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L3 主程式軟體升級保固 (含

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16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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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L4 主程式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體vL5 主程式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DataCore SANsymphony-V10 儲存軟體套件

選購附屬軟體之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

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1.

提供光纖通道連線 (FC)、2.非同步遠端複製之

雙向備援切換 (ASR)、3.非同步遠端複製

(ARR)、4.14天連續資料保護(CDP)、5.儲存自

動分層 (AST) 。以上五種選購軟體可任選其中

一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 Magic 虛擬桌面平台 -- 5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VMware vCloud Suite 6 Advanced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vCloud Suite 6 Enterprise;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for 1

processor;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十五 17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L4 主程式軟體升級保固 (含

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543,147

十五 18
Data

core

SANsymphony-V儲存虛擬化軟

體vL5 主程式軟體升級保固 (含

一年版本更新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964,467

十五 19
Data

core

DataCore SANsymphony-V10

儲存軟體套件選購附屬軟體之

軟體升級保固 (含一年版本更新

與原廠Phone support/ Email

Support)

套 29,949

十五 20 泰溥
TOP Magic 虛擬桌面平台 -- 5U

授權
套 17,208

十五 21
VMw

are

VMware vCloud Suite 6

Advanced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323,914

十五 22
VMw

are

VMware vCloud Suite 6

Enterprise;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522,335

十五 23
VMw

are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for 1 processor;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1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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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Academic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Plu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含
1-year Academic Basic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Production Support/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 含 1-year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 含 1-

year 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Horizon View Standard Edition (10

Pack) (含原廠一年 5*12電話支援及保固內軟

體免費下載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十五 24
VMw

are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 Subscription
套 151,777

十五 25
VMw

are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Academic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96,828

十五 26
VMw

are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Plu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含
1-year Academic Basic

Subscription

套 120,056

十五 27
VMw

are

VMware vSphere 6 Enterprise

Plus for 1 processor ; 含 1-year

Production Support/

Subscription

套 169,908

十五 28
VMw

are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 含 1-year

Subscription

套 24,822

十五 29
VMw

are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Essentials Kit for 3 hosts (Max

2 processors per host) ; 含 1-

year Subscription

套 15,871

十五 30
VMw

are

VMware Horizon View Standard

Edition (10 Pack) (含原廠一年

5*12電話支援及保固內軟體免

費下載升級)

套 9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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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VMware NSX for vSphere - vCloud Suite Add-

on per Processor (含原廠一年 5*12電話支援

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6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Foundation for

vSphere up to 3 hosts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cademic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Foundation for vSphere up to 3 hosts ; 含 1-

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Standard for

vSphere 6 (Per Instance)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Academic VMware vCenter SRM 6

Standard(25 VM Pack)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SKU limited to quantity

3 due to SRM Standard 75 V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Citrix XenDesktop 5-Pack Concurrent User

Enterprise Edition (含原廠1年Software

Premier Support 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級,

不含基本安裝)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Citrix XenApp 5-Pack Concurrent User

Advanced Edition (含原廠1年Software

Premier Support 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級,

不含基本安裝)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十五 32
VMw

are

VMware NSX for vSphere -

vCloud Suite Add-on per

Processor (含原廠一年 5*12電

話支援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

升級)

套 201,763

十五 33
VMw

are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Foundation for vSphere up to 3

hosts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78,554

十五 34
VMw

are

Academic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Foundation for

vSphere up to 3 hosts ; 含 1-

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46,057

十五 35
VMw

are

VMware vCenter Server 6

Standard for vSphere 6 (Per

Instance)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套 202,418

十五 37
VMw

are

Academic VMware vCenter

SRM 6 Standard(25 VM Pack) ;

含 1-year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 -SKU

limited to quantity 3 due to SRM

Standard 75 VM

套 130,919

十五 39

Citrix

Syst

ems

Citrix XenDesktop 5-Pack

Concurrent User Enterprise

Edition (含原廠1年Software

Premier Support 及保固內軟體

免費下載升級, 不含基本安裝)

套 109,838

十五 40

Citrix

Syst

ems

Citrix XenApp 5-Pack

Concurrent User Advanced

Edition (含原廠1年Software

Premier Support 及保固內軟體

免費下載升級, 不含基本安裝)

套 8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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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Mmanager 虛擬工作站管理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MiHyperCloud雲端資源管理軟體 最新中文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Brocade Virtual ADX Perpetual Standard

Edition License for 10 Gbps of Throughput -

New Instance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GraphOn Go Global for Windows應用軟體虛

擬化系統平台,5個終端設備同時連線授權(提供

系統平台一年軟體版本昇級服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十五 41

巧豐

資訊

股份

有限

Mmanager 虛擬工作站管理軟

體
套 7,614

十五 42
新達

電腦

MiHyperCloud雲端資源管理軟

體 最新中文版
套 609,137

十五 43
Broc

ade

Brocade Virtual ADX Perpetual

Standard Edition License for 10

Gbps of Throughput - New

Instance

套 3,847,815

十五 44

Grap

hOn

Corp

.

GraphOn Go Global for

Windows應用軟體虛擬化系統

平台,5個終端設備同時連線授權

(提供系統平台一年軟體版本昇

級服務)

套 5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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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多媒體影音教學設備自動化管理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多媒體影音教學設備自動化管理系統Client授

權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圖控式廣播擴音對講教學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圖控式廣播擴音對講教學系統Client授權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數位看板播放系統(Server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數位看板播放系統(Client端授權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鋐源多媒體教學 系統V8.1標準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鋐源多媒體教學 系統V8.1全功能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Radware Alteon 軟體模組 (6G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Radware Alteon VA (1G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Radware LinkProof 軟體模組 (100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十六 1

Rom

tek

龍電

電腦

多媒體影音教學設備自動化管

理系統
套 75,970

十六 2

Rom

tek

龍電

電腦

多媒體影音教學設備自動化管

理系統Client授權使用
套 20,305

十六 3

Rom

tek

龍電

電腦

圖控式廣播擴音對講教學系統 套 91,168

十六 4

Rom

tek

龍電

電腦

圖控式廣播擴音對講教學系統

Client授權使用
套 25,381

十六 5

Rom

tek

龍電

電腦

數位看板播放系統(Server端) 套 121,827

十六 6

Rom

tek

龍電

電腦

數位看板播放系統(Client端授權

使用)
套 25,381

十六 7

鋐源

國際

科技

有限

鋐源多媒體教學 系統V8.1標準

版
套 2,020

十六 8

鋐源

國際

科技

有限

鋐源多媒體教學 系統V8.1全功

能版
套 2,424

十六 10
Rad

ware
Radware Alteon 軟體模組
(6Gbps)

套 821,320

十六 11
Rad

ware
Radware Alteon VA (1Gbps) 套 691,371

十六 12
Rad

ware
Radware LinkProof 軟體模組
(100Mbps)

套 29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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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Radware LinkProof 軟體模組 (200Mbps)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ELOX多元網路協同管理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4

CENCO IP網路訊息管理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80

Labear高階圖型控制教學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5

Labear語文學習系統終端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4

碁優多媒體網路教室 旗艦版 (至少 10人版以

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50

社區發展協會管理系統 (Access 資料庫,含一

年免費軟體版本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清潔隊勤務派工管理系統 (採SQL資料庫,含一

年免費軟體版本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行政業務自動化整合管理系統(採SQL資料庫,

含一年免費軟體版本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HDVR高清直錄播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十六 13
Rad

ware
Radware LinkProof 軟體模組
(200Mbps)

套 424,365

十六 15 宇研 TELOX多元網路協同管理系統 套 11,168

十六 16 宇研 CENCO IP網路訊息管理系統 套 45,256

十六 17 宇研 Labear高階圖型控制教學系統 套 167,513

十六 18 宇研
Labear語文學習系統終端使用

授權
套 29,645

十六 23  碁優
碁優多媒體網路教室 旗艦版 (至

少 10人版以上)
套 904

十六 24

宸緯

資訊

有限

公司

社區發展協會管理系統 (Access

資料庫,含一年免費軟體版本昇

級)

套 59,797

十六 25

宸緯

資訊

有限

公司

清潔隊勤務派工管理系統 (採

SQL資料庫,含一年免費軟體版

本昇級)

套 77,157

十六 26

宸緯

資訊

有限

公司

行政業務自動化整合管理系統

(採SQL資料庫,含一年免費軟體

版本昇級)

套 76,142

十六 27

KON

ZES

YS

HDVR高清直錄播系統 套 1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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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RMCS遠端網路管理系統(單人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DSS串流媒體服務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MYCLOUD雲端資源管理平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DSS LIVE ENCODER串流媒體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數位剪輯轉檔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Live直播遠距教學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New STDS 校園英聽教材互動廣播系統－

Server端模組功能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New STDS 校園英聽教材互動廣播系統－

Client授權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4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0

LPA校園網路智慧型有聲廣播系統-終端存取使

用授權一套，最新授權版 具即時廣播、錄音檔

預約排程廣播(5人使用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HiTeach TBL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十六 28

KON

ZES

YS

RMCS遠端網路管理系統(單人

授權)
套 72,995

十六 29

KON

ZES

YS

DSS串流媒體服務系統 套 162,335

十六 30

KON

ZES

YS

MYCLOUD雲端資源管理平台 套 202,944

十六 31

KON

ZES

YS

DSS LIVE ENCODER串流媒體

軟體
套 20,203

十六 33

鉅銳

國際

有限

公司

數位剪輯轉檔系統 套 38,071

十六 34

鉅銳

國際

有限

公司

Live直播遠距教學系統 套 50,457

十六 35
創意

整合

New STDS 校園英聽教材互動

廣播系統－Server端模組功能使

用授權
套 43,452

十六 36
創意

整合

New STDS 校園英聽教材互動

廣播系統－Client授權使用
套 14,518

十六 37
創意

整合

LPA校園網路智慧型有聲廣播系

統-終端存取使用授權一套，最

新授權版 具即時廣播、錄音檔

預約排程廣播(5人使用授權)

套 64,467

十六 38
網奕

資訊
HiTeach TBL 套 3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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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IES雲端補救學習平台(一年/每個Client)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clouDAS雲端診斷分析服務(每班/每半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雲端電子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TOP Voice 語言教室學習考試系統 -- 10U授權

(符合檢定考場標準，含教師機、學生機）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TOP eClass 多媒體網路教學系統 -- 1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TOPOO 行動教學課堂管理系統 -- 10U授權

(windows版、iOS版、Andriod版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網路協同作業管理系統 單一模組10U授權 功

能模組含：無障礙網站平台管理、車輛管理、

人事薪資管理、廣告刋登、稽催告發、退休資

遣管理、回饋金管理、溝渠疏濬、空地列管、

廚餘回收、資源回收、巨大廢棄物、自來水免

徵收費、清潔用品管理 (以上模組得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StudyMate 學習護照平台 (30U 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TOPOO 數位資訊推播系統 伺服器傳送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十六 39
網奕

資訊

IES雲端補救學習平台(一年/每

個Client)
套 5,578

十六 40
網奕

資訊

clouDAS雲端診斷分析服務(每

班/每半年)
套 12,177

十六 46

壹零

壹數

位科

技股

雲端電子書授權 套 2,437

十六 49 泰溥
TOP Voice 語言教室學習考試

系統 -- 10U授權 (符合檢定考場

標準，含教師機、學生機）
套 63,858

十六 50 泰溥
TOP eClass 多媒體網路教學系

統 -- 10U授權
套 11,360

十六 51 泰溥
TOPOO 行動教學課堂管理系統

-- 10U授權 (windows版、iOS

版、Andriod版擇一選購)

套 23,746

十六 52 泰溥

網路協同作業管理系統 單一模

組10U授權 功能模組含：無障

礙網站平台管理、車輛管理、

人事薪資管理、廣告刋登、稽

催告發、退休資遣管理、回饋

金管理、溝渠疏濬、空地列

管、廚餘回收、資源回收、巨

大廢棄物、自來水免徵收費、

清潔用品管理 (以上模組得擇一

選購)

套 145,025

十六 53 泰溥
StudyMate 學習護照平台 (30U

授權)
套 97,411

十六 54 泰溥
TOPOO 數位資訊推播系統 伺

服器傳送端
套 6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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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TOPOO 數位資訊推播系統 接收端 (需搭配伺

服器傳送端使用)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魔法教室，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人授權

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魔法教室加值版，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

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魔法教室進階模組(叫修模組/內部網路管理模

組/教育訓練橂組/知識管理模組/投票問卷管理

模組，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知識管理暨分享軟體，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

(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4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5

圖控式知識管理伺服系統加值版，含一年保固

及免費升級(包含管理模組、多語種介面、考

題編輯、隨堂測驗、考試分析等功能，單人授

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5

數位儲存單元，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人

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5

語文能力檢定自動化管理平台，含一年保固及

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65

Pronounce多國語言發音練習軟體，含一年保

固及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3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十六 55 泰溥
TOPOO 數位資訊推播系統 接

收端 (需搭配伺服器傳送端使用)
套 14,213

十六 58
思安

可

魔法教室，含一年保固及免費

升級(單人授權版)
套 11,726

十六 59
思安

可

魔法教室加值版，含一年保固

及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套 16,294

十六 60
思安

可

魔法教室進階模組(叫修模組/內

部網路管理模組/教育訓練橂組/

知識管理模組/投票問卷管理模

組，單人授權版)

套 21,675

十六 61
思安

可

知識管理暨分享軟體，含一年

保固及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套 34,569

十六 62
思安

可

圖控式知識管理伺服系統加值

版，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包

含管理模組、多語種介面、考

題編輯、隨堂測驗、考試分析

等功能，單人授權版)

套 49,029

十六 63
思安

可

數位儲存單元，含一年保固及

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套 16,294

十六 64
思安

可

語文能力檢定自動化管理平台

，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人

授權版)

套 11,726

十六 65
思安

可

Pronounce多國語言發音練習軟

體，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

人授權版)

套 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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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SignLab手語學習軟體，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

級(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思安可語音模組，含一年保固及免費升級(單

語種、單人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75

PowerDVD 15標準版單套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romise Filecruiser私有雲端檔案分享與同步

系統100U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PowerDVD 15標準版(STD)單套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F5-LTM-VE 25M 虛擬式伺服器負載平衡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LTM-VE 200M 虛擬式伺服器負載平衡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LTM-VE 1G 虛擬式伺服器負載平衡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F5-LTM-VE 3G 虛擬式伺服器負載平衡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創意導演組合包3單套版(內含威力導演旗艦版

，相片大師，AudioDirector,ColorDirector)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十六 66
思安

可

SignLab手語學習軟體，含一年

保固及免費升級(單人授權版)
套 15,685

十六 67
思安

可

思安可語音模組，含一年保固

及免費升級(單語種、單人授權

版)

套 4,619

十六 70
訊連

科技

PowerDVD 15標準版單套教育

版
套 733

十六 71

喬鼎

資訊

股份

有限

公司

Promise Filecruiser私有雲端檔

案分享與同步系統100U授權
套 306,091

十六 72
訊連

科技

PowerDVD 15標準版(STD)單套

版
套 1,296

十六 73

F5

Netw

orks

F5-LTM-VE 25M 虛擬式伺服器

負載平衡軟體
套 582,335

十六 74

F5

Netw

orks

F5-LTM-VE 200M 虛擬式伺服

器負載平衡軟體
套 665,787

十六 75

F5

Netw

orks

F5-LTM-VE 1G 虛擬式伺服器

負載平衡軟體
套 943,350

十六 76

F5

Netw

orks

F5-LTM-VE 3G 虛擬式伺服器

負載平衡軟體
套 1,111,066

十六 77
訊連

科技

創意導演組合包3單套版(內含威

力導演旗艦版，相片大師，
AudioDirector,ColorDirector)

套 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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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Web Power管理平台軟體-server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

Web Power管理平台軟體-client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旗艦版(Ultimate)單套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極致版(Ultra)單套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Ultra)單套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ITBC廣播系統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30

ITBC廣播軟體無線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7、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20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政府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旗艦版政府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豪華版政府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相片大師PhotorDirector6極致版政府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十六 78

巧豐

資訊

股份

有限

Web Power管理平台軟體-

server端
套 304,569

十六 79

巧豐

資訊

股份

有限

Web Power管理平台軟體-client

端
套 6,091

十六 80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旗艦版(Ultimate)單

套版
套 3,071

十六 81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極致版(Ultra)單套版 套 2,531

十六 83
訊連

科技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

(Ultra)單套版
套 2,299

十六 84
詠裕

科技
ITBC廣播系統 套 1,578

十六 85
詠裕

科技
ITBC廣播軟體無線版 套 2,665

十六 86
訊連

科技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政府

授權
套 1,535

十六 87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旗艦版政府授權 套 2,902

十六 88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豪華版政府授權 套 1,543

十六 89
訊連

科技

相片大師PhotorDirector6極致版

政府授權
套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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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威力酷燒10豪華版政府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單套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旗艦組合包單套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威力導演13旗艦版(Ultimate)單套版教育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100

簡報大師工具圖表-永久授權-A方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簡報大師專業版型100初階版-永久授權-A方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簡報大師簡報大師工具圖表-年授權-B方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Kit數理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單機版(國小數

學/國小自然/國中數學/國中生物/國中理化科目

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Happy Jungle兒童美語學習系統校內授權一年

期(包含認識字母/發音/對話/教室用語課程模

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Kit語文科互動教具系統單機版(ㄅㄆㄇ注音

/英語發音/英語文法教具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十六 90
訊連

科技
威力酷燒10豪華版政府授權 套 812

十六 91
訊連

科技

PowerDVD 15極致藍光版單套

教育版
套 1,535

十六 92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旗艦組合包單套教

育版
套 3,935

十六 93
訊連

科技

威力導演13旗艦版(Ultimate)單

套版教育版
套 2,299

十六 94

The

me

Gall

ery

簡報大師工具圖表-永久授權-A

方案
套 28,508

十六 95

The

me

Gall

ery

簡報大師專業版型100初階版-永

久授權-A方案
套 14,619

十六 96

The

me

Gall

ery

簡報大師簡報大師工具圖表-年

授權-B方案
套 8,528

十六 97

創意

家資

訊

TopKit數理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

單機版(國小數學/國小自然/國中

數學/國中生物/國中理化科目模

組擇一選購)

套 22,640

十六 98

創意

家資

訊

Happy Jungle兒童美語學習系

統校內授權一年期(包含認識字

母/發音/對話/教室用語課程模

組)

套 89,137

十六 99

創意

家資

訊

TopKit語文科互動教具系統單機

版(ㄅㄆㄇ注音/英語發音/英語文

法教具模組擇一選購)

套 2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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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創意家中小學課輔系統單機版(作文/基礎發音&

文法/國小數學/國中數學/國中生物、理化/國中

英語/兒童理財課程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單字補手單機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20

Idealist MusicPilot音樂教學系統單機版(樂理教

學數位課程、TopKit音樂教學互動教具、Midi

編輯工具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Idealist MusicPilot音樂教學系統校內授權一年

期(含樂理數位學習課程/TopKit音樂教學互動

教具模組)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創意家中小學課輔系統校內授權一年期(作文/

英語發音＆文法/國小數學/國中數學/國中生物

＆理化/國中英語/兒童理財科目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Kit數理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校內授權一年

期(國小數學/國小自然/國中數學/國中生物/國

中理化科目模組擇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TopKit語文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校內授權一年

期(ㄅㄆㄇ注音/英語發音/英語文法科目模組擇

一選購)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會聲會影 最新版_單套盒裝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4

十六 100

創意

家資

訊

創意家中小學課輔系統單機版

(作文/基礎發音&文法/國小數學/

國中數學/國中生物、理化/國中

英語/兒童理財課程模組擇一選

購）

套 22,640

十六 101

創意

家資

訊

單字補手單機版 套 3,858

十六 102

創意

家資

訊

Idealist MusicPilot音樂教學系統

單機版(樂理教學數位課程、

TopKit音樂教學互動教具、Midi

編輯工具模組擇一選購)

套 20,203

十六 103

創意

家資

訊

Idealist MusicPilot音樂教學系統

校內授權一年期(含樂理數位學

習課程/TopKit音樂教學互動教

具模組)

套 45,279

十六 104

創意

家資

訊

創意家中小學課輔系統校內授

權一年期(作文/英語發音＆文法/

國小數學/國中數學/國中生物＆

理化/國中英語/兒童理財科目模

組擇一選購)

套 30,761

十六 105

創意

家資

訊

TopKit數理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

校內授權一年期(國小數學/國小

自然/國中數學/國中生物/國中理

化科目模組擇一選購)

套 30,761

十六 106

創意

家資

訊

TopKit語文科互動虛擬教具系統

校內授權一年期(ㄅㄆㄇ注音/英

語發音/英語文法科目模組擇一

選購)

套 30,761

十六 107
Core

l
會聲會影 最新版_單套盒裝 套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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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廠商 品項名稱 廠牌型號規格 單位 決標單價

第十三組 知識管理軟體  第十四組  為民服務CRM       第十五組 虛擬軟體           第十六組 其他應用軟體

經濟部工業局標案案號：1040203

104年度電腦軟體    契約編號:1040203-063       契約期間:104/10/13~105/10/12

投標廠商: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分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第一組 微軟政府版          第二組 微軟教育版                第三組 防毒政府版           第四組 防毒教育版

第五組 自由軟體              第六組 資訊安全管理工具    第七組 備份工具               第八組 開發工具

第九組 繪圖軟體              第十組 資料庫軟體                第十一組 公文製作管理   第十二組 會議無紙化及同步軟體

會聲會影 最新授權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0

譯典通旗艦授權5人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30

網路英聽廣播軟體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3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網路多媒體教室廣播軟體 (1U授權版，最低授

權購數10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
50

十六 108
Core

l
會聲會影 最新授權版 套 3,147

十六 111
英業

達
譯典通旗艦授權5人版 套 5,888

十六 112 廣田 網路英聽廣播軟體 套 14,112

十六 113 廣田
網路多媒體教室廣播軟體 (1U授

權版，最低授權購數10人)
套 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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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決標價以工業局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