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區域：全區 組別：第5組 開發工具

案名：電腦軟體(108年度第四次) 契約編號：1080204-017

案號：1080204 契約期限：108/10/14~109/10/13

項次 品項名稱 單位 決標單價 產地 廠牌型號規格

116
智慧網路還原大師 Easy Recovery Syste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00
套 NT$1,929 臺灣

智慧網路還原大師 Easy

Recovery System

2
應用程式介面管理系統 - AMPLIFY API Base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0
套 NT$3,348,213 法國

應用程式介面管理系統 -

AMPLIFY API Base

3

應用程式介面管理系統 - AMPLIFY API Manager 2 cores

(內含軟體、一年保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0

套 NT$1,145,168 法國

應用程式介面管理系統 -

AMPLIFY API Manager 2

cores (內含軟體、一年保

固)

4
Dynatrace DCRUM 一年軟體更新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0
套 NT$1,012,690 美國

Dynatrace DCRUM 一年

軟體更新維護

5

Dynatrace Managed - Term Host Unit Year [9,000小

時](16GB Per Host Unit) - 一年授權(含E-mail、電話支援

服務)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5

套 NT$385,787 美國

Dynatrace Managed -

Term Host Unit Year

[9,000小時](16GB Per

Host Unit) - 一年授權(含

E-mail、電話支援服務)

6
Dynatrace 加值包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0
套 NT$290,863 美國 Dynatrace 加值包

7
應用系統效能管理工具 – Dynatrace 一年軟體更新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0
套 NT$116,244 美國

應用系統效能管理工具 –

Dynatrace 一年軟體更新

維護

17
Hyint2.0 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單顆CPU核心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1,227,409 臺灣

Hyint2.0 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單顆CPU核心數授權)

18
HyLib Lite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單顆CPU核心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394,922 臺灣

HyLib Lite 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單顆CPU核心數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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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館-32型(1套軟體,第二年起付維護

費15%)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0

套 NT$134,008 臺灣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

館-32型(1套軟體,第二年

起付維護費15%)

21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館-43型(1套軟體,第二年起付維護

費15%)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149,237 臺灣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

館-43型(1套軟體,第二年

起付維護費15%)

22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館-43型(1套軟體,第二年起付維護

費15%)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0

套 NT$146,191 臺灣

HyRead Kiosk行動圖書

館-43型(1套軟體,第二年

起付維護費15%)

23
HyRM閱讀地圖系統(單顆CPU核心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450,759 臺灣

HyRM閱讀地圖系統(單顆

CPU核心數授權)

24

HYWEB政府網站平台 (5個網站/中英文各1版/單顆CPU核

心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501,521 臺灣

HYWEB政府網站平台 (5

個網站/中英文各1版/單

顆CPU核心數授權)

25

Jumper資源探索服務系統(含整合無限制電子資源/單顆

CPU核心數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1,618,272 臺灣

Jumper資源探索服務系

統(含整合無限制電子資

源/單顆CPU核心數授權)

26
LINE@HyLib圖書館生活圈(學校與專門圖書館專用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289,339 臺灣

LINE@HyLib圖書館生活

圈(學校與專門圖書館專

用版)

27
智慧空間管理平台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704,569 臺灣 智慧空間管理平台

28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理系統 單一模組API元件(以下模

組API元件可擇一購買:服務台與事故管理、問題管理、變

更管理、組態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119,898 臺灣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

理系統 單一模組API元件

(以下模組API元件可擇一

購買:服務台與事故管

理、問題管理、變更管

理、組態管理)

29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理系統 單一模組API元件(以下模

組API元件可擇一購買:服務台與事故管理、問題管理、變

更管理、組態管理)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3、單次最高購買數量：4

套 NT$107,716 臺灣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

理系統 單一模組API元件

(以下模組API元件可擇一

購買:服務台與事故管

理、問題管理、變更管

理、組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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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理系統專業版-組態管理模組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948,325 臺灣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

理系統專業版-組態管理

模組授權

33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理系統專業版-變更管理模組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
套 NT$631,574 臺灣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

理系統專業版-變更管理

模組授權

36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理系統專業版加購10人使用者授

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6、單次最高購買數量：20

套 NT$124,772 臺灣

Heart-ITSM 資訊服務管

理系統專業版加購10人使

用者授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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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NT$759,086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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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資通安全稽核系統加購擴充 2 個評量標準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80,406 臺灣

資通安全稽核系統加購擴

充 2 個評量標準

41

資通安全稽核系統維護服務包 (含系統安裝設置、1 天教

育訓練)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51,980 臺灣

資通安全稽核系統維護服

務包 (含系統安裝設置、1

天教育訓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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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NT$40,538 臺灣

TOPOO 行政E化管理平台

-- 10U授權 (支援

Android、iOS系統使用)

本網站所列之內容[品名、型號及價格等]，如與經濟部工業局 公佈資料不同, 均依經濟部工業局共同契約公告為主。洽詢專線：02-82280311／FAX：02-82280319

版 權 所 有：鎂  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Copyright  2019以上圖片文字.均為原廠商、網站所有，如有侵權 請來信告知

鎂成數位化博物館導覽解說系統視聽音響器材政府採購中信局教育教學訓練視聽多媒體產品資訊網路數位影音視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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