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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A001 LabVIEW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工程學院

(機械系)、(電機系)
1-9

A002 個人電腦 通識教育中心 10-19

A003 教室電腦還原系統 電算中心 20

A004 CNC數控切削中心機 機械系 21-30

A005 電腦主機 電機系 31

A006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用增強電性量測裝置系統 (含

三項模組整合)
電子系 32

A007 熱變形溫度試驗機 化工系 33

A008 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之2D及3D光學

顯微升級套件
材料系 34

A012 快速成型機 工設系 35

A013 投影機 視傳系 36

A014 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軟體 通識教育中心 37

A015 雲端教室系統 電算中心 38

A016 光彈實驗教學設備 機械系 39

A017 Altera 教育開發平台 電機系 40

A018 高頻示波器 (2.5GHz) 電子系 41

A021 氣相層析質譜儀 環安衛系 42-51

A023 專題製作研討室E化整合系統 經管系 52

A024 快速成型機 工設系 53

A028 個人電腦 電機系 54

A029 氣體感測器用供氣系統 電子系 55

A030  真空烘箱 化工系 56

A031 平行光源曝光機 材料系 57

【目錄】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教學儀器設備



類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目錄】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A032 化學氣相沈積奈米材料實驗裝置 環安衛系 58

A034 E化教學系統 經管系 59

A035 手持式3D全彩掃描器 工設系 60

A036 投影機 視傳系 61

A037 透鏡像差實驗模組 機械系 62

A038 電動機負載轉矩速率調節系統 電機系 63

A039 擴充式電漿清洗機系統 電子系 64

A041 注射幫浦 材料系 65

A044 電腦終端維護管理系統 工設系 66

A045 立體成型機 視傳系 67

A046 傅立葉光學實驗模組 機械系 68

A047 精密電路板雕刻機組 電機系 69

A048 高功率直流脈衝電源供應器 電子系 70

A049 排煙櫃 化工系 71

A050 變頻磁化率量測器 材料系 72

A052 電腦繪圖工作站 工設系 73

A053 3D直覺式建模繪圖軟體 視傳系 74

A055 個人電腦 電機系 75

A056 精密型電流源電錶 電子系 76

A057 熔融指數測定機 化工系 77

A058 生醫檢測之分光光度計 材料系 78

A059 肌電儀傳感器 工管系 79

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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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A060 平板電腦 經管系 80-88

A061 影像掃描器 視傳系 89

A062 金相切割機 機械系 90

A064 近紅外光學檢測電路設備 電子系 91

A065 TCD檢測器模組 化工系 92

A067 電子角度計 工管系 93

A068 POS系統 經管系 94

A069 簡報素材庫 視傳系 95

A070 酸鹼排風櫃 機械系 96

A071 鎖相放大器 電子系 97

A072 扭扣式電池充放電機 化工系 98

A073 廢氣排放處理系統 材料系 99

A075 投影機 機械系 100

A077 多頻道光學檢測器 化工系 101

A078 真空排氣系統 材料系 102

A080 AMOS 結構方程模型統計分析軟體 經管系 103

A081 資料擷取卡 機械系 104

A083 滾壓機 化工系 105

A086  HLM 階層線性分析軟體 經管系 106

A089 溶質性質光學檢測器 化工系 107

A090 電容電感自動匹配箱 材料系 108

A091 個人電腦 工管系 109

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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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3 超低溫冷凍櫃 化工系 110

A096 電腦輔助五軸加工軟體 機械系 111

A097 數位型真空乳化均質攪拌機 化工系 112

A099 超音波奈米分散儀 化工系 113

A100 氣體監控系統 材料系 114

A101 紫外/可見光檢測器 化工系 115

A102 光學顯微鏡 材料系 116

A103 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機系統 (連接原有機發光

二極體製程系統)
電子系 117-125

B003 視聽資料(DVD) 圖書館 126-150

B008 數位教材(資訊類) 電算中心 151

C001 衝浪板 水上活動社 152

C006 快速帳篷組 學生會 153

C007 鋁合金組合式活動舞台 學生會 154

C009 套裝 親善大使社 155

C010 套裝 親善大使社 156

C011 複合弓組 射箭社 157

C012 複合弓組 射箭社 158

D001 電擊器 衛保組 159

D002 COD監測儀 環安室 160

D003 水中溶氧監測器 環安室 161

D004 生化需氧量測定裝置 環安室 162

D005 COD加熱消化裝置 環安室 163

省水器材實驗實習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無障礙空

間設施或其他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

軟體教學資源

教學儀器設備



A00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4/29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LabVIEW 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詳規範:103A0001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89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4/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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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7:00 

[開標時間]103/05/13 11:15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3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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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至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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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89  

[標案名稱]  

LabVIEW 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詳規範:103A00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5/15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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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LabVIEW 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詳規範:103A0001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89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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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1 17:00 

[開標時間]103/05/22 11:15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3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至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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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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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7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89  

[標案名稱]LabVIEW 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詳規範:103A00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2 11:15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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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7 

[契約編號]E-FF018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0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0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84893623 

[得標廠商名稱]美商國家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二段二一六號十二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3772222  

[決標金額]1,0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14－103/07/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LabVIEW 虛擬儀控軟體(學院版) 詳規範:103A0001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美商國家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00,000 

[底價金額]1,050,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00,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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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62ST 

[標案案號]E-FF01V8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0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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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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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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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V8  

[標案名稱]  

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62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6/19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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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62ST 

[標案案號]E-FF01V8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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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5 17:00 

[開標時間]103/06/26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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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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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103/07/30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V8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62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26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6/19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04 

第 17 頁，共 163 頁



[決標公告日期]103/07/30 

[契約編號]E-FF01V8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235,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98,8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23723696 

[得標廠商名稱]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環山路 1 段 4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6570213  

[決標金額]1,198,8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7/29－103/09/1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62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2 

[決標金額]1,198,800 

[底價金額]1,235,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98,8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86,7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044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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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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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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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CNC 數控切削中心機 詳規範:103A01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U1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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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2 17:00 

[開標時間]103/06/13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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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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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7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U1  

[標案名稱]  

CNC 數控切削中心機 詳規範:103A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6/17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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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CNC 數控切削中心機 詳規範:103A01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U1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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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3 17:00 

[開標時間]103/06/24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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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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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8/0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U1  

[標案名稱]CNC 數控切削中心機 詳規範:103A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24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6/17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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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08 

[決標公告日期]103/08/05 

[契約編號]E-FF01U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6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5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23082242 

[得標廠商名稱]衆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21 臺中市后里區 公館里三豐路 500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5576060  

[決標金額]1,59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8/02－103/09/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CNC 數控切削中心機 詳規範:103A01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衆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590,000 

[底價金額]1,63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59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35896159 

[未得標廠商名稱]信桓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6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585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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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高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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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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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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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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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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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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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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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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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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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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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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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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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4/28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氣相層析質譜儀 詳規範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8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4/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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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7:00 

[開標時間]103/05/13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9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第 43 頁，共 163 頁



領取方式：逕至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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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80  

[標案名稱]  

氣相層析質譜儀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5/15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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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氣相層析質譜儀 詳規範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18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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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1 17:00 

[開標時間]103/05/22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9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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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方式：逕至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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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180  

[標案名稱]氣相層析質譜儀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2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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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期]103/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3 

[契約編號]E-FF018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4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903,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70385529 

[得標廠商名稱]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 1 段 159 號 16 樓、16 樓之 1、16

樓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 27647199  

[決標金額]1,903,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20－103/09/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氣相層析質譜儀 詳規範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903,000 

[底價金額]2,400,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903,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6291216 

[未得標廠商名稱]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43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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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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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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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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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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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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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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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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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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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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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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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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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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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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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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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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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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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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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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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平板電腦 詳規範:220010204291 共 100ST 

[標案案號]E-FF02J5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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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8 17:00 

[開標時間]103/07/29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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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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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31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2J5  

[標案名稱]  

平板電腦 詳規範:220010204291 共 10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7/31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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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31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平板電腦 詳規範:220010204291 共 100ST 

[標案案號]E-FF02J5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7/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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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06 17:00 

[開標時間]103/08/07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第 85 頁，共 163 頁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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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8/2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2J5  

[標案名稱]平板電腦 詳規範:220010204291 共 10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8/07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7/31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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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8/13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9 

[契約編號]E-FF02J5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186,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76,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基河路 198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8882748  

[決標金額]1,176,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8/28－103/10/1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平板電腦 詳規範:220010204291 共 100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0 

[決標金額]1,176,000 

[底價金額]1,186,0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76,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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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系統(連接原有機發光二極體製程系統)詳規

範:OLEDWSS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264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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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7:00 

[開標時間]103/06/19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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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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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264  

[標案名稱]  

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系統(連接原有機發光二極體製程系統)詳規

範:OLEDWSS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3/06/23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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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系統(連接原有機發光二極體製程系統)詳規

範:OLEDWSS 共 1ST 

[標案案號]E-FF0264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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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30 17:00 

[開標時間]103/07/01 11:0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之登記證明資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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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顏瑜靜小姐 02-29089899-4109 或請廠商自行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

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第 123 頁，共 163 頁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30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FF0264  

[標案名稱]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系統(連接原有機發光二極體製程系統)

詳規範:OLEDWSS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7/01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6/23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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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08 

[決標公告日期]103/07/30 

[契約編號]E-FF0264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899,000 元 

[總決標金額]2,899,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80256427 

[得標廠商名稱]矽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4 新竹縣新豐鄉 松林村康樂路 1 段 169-3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 5590169  

[決標金額]2,89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7/29－103/09/0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有機發光二極體用濺鍍系統(連接原有機發光二極體製程系統)

詳規範:OLEDWSS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矽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899,000 

[底價金額]2,899,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899,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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