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區域：全區 組別：第17組 資安_端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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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進階版 集

中管理授權方案包 (一年授權及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00

套 NT$32,355
斯洛

伐克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進階

版 集中管理授權方案包

(一年授權及維護)

21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進階版 集

中管理授權方案包 (三年授權及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00

套 NT$50,274
斯洛

伐克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Advanced 端點防護進階

版 集中管理授權方案包

(三年授權及維護)

22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Standard 端點防護標準版 集中

管理授權方案包 (一年授權及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00

套 NT$27,843
斯洛

伐克

ESET Endpoint Protection

Standard 端點防護標準

版 集中管理授權方案包

(一年授權及維護)

24

ESET Secure Business 大型公司解決方案 集中管理授權方

案包 (一年授權及維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2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00

套 NT$41,513
斯洛

伐克

ESET Secure Business 大

型公司解決方案 集中管

理授權方案包 (一年授權

及維護)

75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系統-GCB模組(100User版本,含原

廠一年保固及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504,890 臺灣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

系統-GCB模組(100User版

本,含原廠一年保固及升

級)

76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系統-GCB模組(25User版本，含原

廠一年保固及升級)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124,599 臺灣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

系統-GCB模組(25User版

本，含原廠一年保固及升

級)

77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系統-資安管控模組(提供100User

內使用及維護,含原廠一年保固)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0

套 NT$512,187 臺灣

WinNexus雲端軟體服務

系統-資安管控模組(提供

100User內使用及維護,含

原廠一年保固)

83
DragonSoft GCB 政府資安組態稽核軟體-輔助工具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000
套 NT$1,117 臺灣

DragonSoft GCB 政府資

安組態稽核軟體-輔助工

具

84

卡巴斯基 嵌入式系統安全解決方案(ATM + POS 提款機安

全防禦)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0,000

套 NT$3,721 俄羅斯

卡巴斯基 嵌入式系統安全

解決方案(ATM + POS 提

款機安全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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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項名稱 單位 決標單價 產地 廠牌型號規格

85
卡巴斯基 端點偵測與事件回應系統-進階版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00、單次最高購買數量：6,523
套 NT$7,660 俄羅斯

卡巴斯基 端點偵測與事件

回應系統-進階版

104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統 伺服器端 (Windows或Linux

版;含10個用戶端授權;需搭配用戶端)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45

套 NT$51,054 臺灣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

統 伺服器端 (Windows或

Linux版;含10個用戶端授

權;需搭配用戶端)

105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統 用戶端 (最低採購數量5user,

需搭配伺服器端 )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00

套 NT$3,150 臺灣

TOP-PXE 群組電腦管理系

統 用戶端 (最低採購數量

5user,需搭配伺服器端 )

108
Apex One EndPoint Sensor 一年更新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5、單次最高購買數量：8,000
套 NT$1,168 臺灣

Apex One EndPoint

Sensor 一年更新授權

109

Deep Security全模組最新版Desktop

client(AV,DPI,FW,LI,I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3,974

套 NT$12,571 臺灣

Deep Security全模組最新

版Desktop

client(AV,DPI,FW,LI,IM)

110

Deep Security全模組最新版Server

client(AV,DPI,FW,LI,IM)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100

套 NT$20,330 臺灣

Deep Security全模組最新

版Server

client(AV,DPI,FW,LI,IM)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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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NT$2,658 臺灣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

業虛擬化行動安全防護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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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NT$782 臺灣

Safe Mobile Workforce 企

業虛擬化行動安全防護一

年更新授權

114
Trend Micro Education Suite國中小單項產品全校授權

單次最低購買數量：1、單次最高購買數量：5
套 NT$8,203 臺灣

Trend Micro Education

Suite國中小單項產品全校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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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