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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A001 個人電腦 電算中心 1-6

A002 孔口板、噴嘴流量係數Cd量測裝置 機械系 7-8

A003 個人電腦 電機系 9-13

A004 電子類比/數位電路佈線圖模擬軟體 電子系 14-15

A006 壓電噴墨機之定位系統 材料系 16-17

A007 綜合水質分析儀 環安衛系 18-19

A008 個人電腦 工管系 20-28

A009 主管決策支援系統 經管系 29-30

A011 個人電腦 視傳系 31-36

A012 個人課程地圖預排系統 電算中心 37-38

A013 文氏管-柏努利定律空氣實驗裝置 機械系 39-40

A014 單槍投影機 電機系 41

A015 雙軌數位儲存式示波器 電子系 42-43

A017 高真空熱處理系統附件 材料系 44-45

A019 肌電儀 工管系 46-47

A020 銷售決策支援分析系統 經管系 48-49

A021 精密複合工作機(大) 工設系 50-51

A022 3D製作軟體組　升級版 視傳系 52-53

A023 數位教材認證系統 電算中心 54-58

A024 自然與強制對流實驗裝置 機械系 59-60

A025 網路路由器 電機系 61-62

A026 向量網路分析儀 電子系 63-64

A027 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量測系統 化工系 65-70

A028 多晶矽製程專用腔體 材料系 71-72

A029 微生物採樣裝置 環安衛系 73-74

A030 個人電腦 工管系 75

A031 財務決策支援分析系統 經管系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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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2 立式裁板機 工設系 78-79

A033 3D製作軟體組　新購版 視傳系 80-84

A034 散熱模組RQ特性量測實驗裝置 機械系 85-86

A036 氦鎘雷射 電子系 87-88

A037 高速離心機 化工系 89

A038 自動警報排氣系統 材料系 90-91

A040 品質管制教具 工管系 92-93

A041 生管決策支援分析系統 經管系 94-95

A042 液晶顯示器 21吋 工設系 96-100

A043 平面影像編輯軟體 視傳系 101-102

A044 HP雷射干涉儀動態量測系統 機械系 103-104

A046 多重強度濾波系統 電子系 105-106

A047 同步遠距教室視訊系統 化工系 107-108

A048 熱分析儀配件 材料系 109-110

A050 個人電腦 工管系 111

A051 伺服器 經管系 112-113

A052 電腦繪圖工作站 工設系 114

A054 靜態材料拉力實驗機 機械系 115-123

A055 影像檢測教學發展平台 電機系 124-125

A056 太陽能光源功率 測試系統 電子系 126-127

A057 實驗室排煙櫃 化工系 128

A058 材料模擬軟體 (for 8CPU) 材料系 129-130

A059 恆溫培養箱 環安衛系 131

A060 Smart eVision 標準版 工管系 132-133

A061 全球運籌企業戰情室系統 經管系 134-135

A062 教學錄影廣播系統軟體 工設系 136

A064 數控車床 機械系 137-145

教學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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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5 智慧型機械手臂 電機系 146-147

A066 多靶濺鍍系統 電子系 148-156

A067 光化學反應器 化工系 157-158

A068 交流阻抗分析儀 材料系 159-160

A070 BOSS系統2010版 經管系 161-162

A071 備份還原伺服器 工設系 163

A073 CNC放電加工機 機械系 164-165

A074 數位儲存示波器 電機系 166-167

A077 流動注入分析儀 環安衛系 168-176

A078 刀鋒伺服器 工管系 177

A079 系統還原軟體 經管系 178

A081 垂直軸風力發電系統 電機系 179-180

A082 微波萃取系統 化工系 181-182

A083 雙極性脈衝電源增幅器 材料系 183-184

A084 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環安衛系 185

A087 向量信號產生器 電機系 186-187

A088 電解分析儀 化工系 188-189

C007 音響設備組(移動式音響系統) 課外組 190

C009 個人電腦 生輔組 191

C012 簡易甦醒安妮模型 橡膠製 衛保組 192

D001 污水生物曝氣設備
環境暨安全

衛生室
193

D002 多功能水質監測儀
環境暨安全

衛生室
194

D003 污泥厚度計
環境暨安全

衛生室
195

D004 可燃氣體偵測器
環境暨安全

衛生室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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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暨

教學媒體及教

學研究與學生

事務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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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10/1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9904190730001 共 60ST 

[標案案號]E-BF0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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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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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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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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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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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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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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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1/01 17:00 

[開標時間]09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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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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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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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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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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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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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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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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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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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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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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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4B2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9904190730001 共 60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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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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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1/02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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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8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23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7 

[契約編號]E-BF04B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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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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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1,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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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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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12/06－100/02/0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9904190730001 共 60ST  

[得標廠商:1]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60 

[決標金額]1,348,000 

[底價金額]1,7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61336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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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2826 

[未得標廠商名稱]利澤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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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03588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儀電子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89820558 

[未得標廠商名稱]精準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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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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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19" LCD 詳規範:99A003 共 42ST 
[標案案號]E-BF01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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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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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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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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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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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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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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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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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1 17:00 
[開標時間]09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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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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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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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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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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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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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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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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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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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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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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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R0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19" LCD 詳規範:99A003 共 42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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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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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22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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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0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20 

[決標公告日期]099/08/09 

[契約編號]E-BF01R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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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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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97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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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80448431 

[得標廠商名稱]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4 桃園縣平鎮市義民路 206-2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4949196 

[決標金額]978,138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8/05－099/09/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19" LCD 詳規範:99A003 共 42ST  

[得標廠商:1]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42 

[決標金額]978,138 

[底價金額]997,5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402438 

[未得標廠商名稱]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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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03588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儀電子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161336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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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10099A01 共 50ST 

[標案案號]E-BF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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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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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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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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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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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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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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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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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12 17:00 

[開標時間]09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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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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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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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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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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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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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頁，共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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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第 22 頁，共 196 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7/15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10099A01 共 50ST 

[標案案號]E-BF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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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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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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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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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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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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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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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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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22 17:00 

[開標時間]099/07/23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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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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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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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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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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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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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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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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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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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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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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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243  

[標案名稱]  

個人電腦 詳規範:210099A01 共 5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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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15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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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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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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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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243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10099A01 共 50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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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23 11:2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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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2,2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29 

[決標公告日期]099/08/31 

[契約編號]E-BF0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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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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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2,1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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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2826 

[得標廠商名稱]利澤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161 號 9 樓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4-23015666 

[決標金額]2,17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馬來西亞(MALAYSL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8/30－099/10/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210099A01 共 50ST  

[得標廠商:1]利澤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50 

[決標金額]2,179,000 

[底價金額]2,200,0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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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7/26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99033021 共 31ST 
[標案案號]E-BF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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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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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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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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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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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第 31 頁，共 196 頁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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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09 17:00 
[開標時間]099/08/1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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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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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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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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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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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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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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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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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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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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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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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376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99033021 共 3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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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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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8/10 11:2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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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39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8/31 

[決標公告日期]099/09/16 

[契約編號]E-BF03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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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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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1,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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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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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9/14－099/10/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99033021 共 31ST  

[得標廠商:1]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31 

[決標金額]1,298,000 

[底價金額]1,37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42021 

[未得標廠商名稱]漢文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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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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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62355 

[未得標廠商名稱]廣田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4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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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03588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儀電子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74,602 元 

第 35 頁，共 196 頁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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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位教材認證系統 詳規範:9904190740001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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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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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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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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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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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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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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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7 17:00 

[開標時間]09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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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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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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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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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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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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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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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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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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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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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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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216  

[標案名稱]數位教材認證系統 詳規範:99041907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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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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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8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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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17 

[決標公告日期]099/07/09 

[契約編號]E-BF0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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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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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9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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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 巷 7 弄 66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金額]95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7/07－099/09/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位教材認證系統 詳規範:9904190740001 共 1ST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959,000 

[底價金額]9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707656 

[未得標廠商名稱]松林教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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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2222 

[未得標廠商名稱]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8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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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7/16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量測系統 詳規範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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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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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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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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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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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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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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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02 17:00 
[開標時間]09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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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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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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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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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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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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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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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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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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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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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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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3H1  

[標案名稱]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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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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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8/03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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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1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8/10 

[決標公告日期]099/09/06 

[契約編號]E-BF03H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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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1,1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0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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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24362164 

[得標廠商名稱]光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6 臺北縣土城市永豐路 195 巷 7 弄 14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6955669 

[決標金額]1,099,999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9/02－099/11/0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量測系統 詳規範 共 1ST  

[得標廠商:1]光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099,999 

[底價金額]1,1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907726 

[未得標廠商名稱]迅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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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1417 

[未得標廠商名稱]品全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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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29146 

[未得標廠商名稱]阜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0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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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4/2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3D 製作軟體組新購版 詳規範:330099032311 共 2ST 

[標案案號]E-BF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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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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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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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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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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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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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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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2 17:00 

[開標時間]099/05/13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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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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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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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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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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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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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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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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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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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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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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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96  

[標案名稱]3D 製作軟體組新購版 詳規範:330099032311 共 2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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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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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3 11:2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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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15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7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1 

[契約編號]E-BF0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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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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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1,0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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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 巷 7 弄 66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金額]1,089,9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14－099/07/1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3D 製作軟體組新購版 詳規範:330099032311 共 2ST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2 

[決標金額]1,089,900 

[底價金額]1,11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18626 

[未得標廠商名稱]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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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5371 

[未得標廠商名稱]摩比酷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68,88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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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液晶顯示器 21 吋 詳規範:31009904214 共 24ST 
[標案案號]E-BF01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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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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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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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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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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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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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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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2 17:00 
[開標時間]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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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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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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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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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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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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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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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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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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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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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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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X9  

[標案名稱]液晶顯示器 21 吋 詳規範:31009904214 共 24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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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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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3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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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2,32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17 

[決標公告日期]099/07/09 

[契約編號]E-BF01X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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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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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2,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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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 巷 7 弄 66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金額]2,14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7/07－099/08/0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液晶顯示器 21 吋 詳規範:31009904214 共 24ST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24 

[決標金額]2,148,000 

[底價金額]2,211,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185371 

[未得標廠商名稱]摩比酷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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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8762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準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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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8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靜態材料拉力實驗機 詳規範 99A54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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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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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8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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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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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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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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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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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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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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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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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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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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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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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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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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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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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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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靜態材料拉力實驗機 詳規範 99A54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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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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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8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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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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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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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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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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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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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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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4 17:00 

[開標時間]099/06/15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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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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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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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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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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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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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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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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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第 120 頁，共 196 頁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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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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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1784897 

[標案案號]E-BF01S6  

[標案名稱]  

靜態材料拉力實驗機 詳規範 99A54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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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3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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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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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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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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1784897 

[標案案號]E-BF01S6  

[標案名稱]靜態材料拉力實驗機 詳規範 99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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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15 11:2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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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22 

[決標公告日期]099/07/08 

[契約編號]E-BF01S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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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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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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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28080692 

[得標廠商名稱]慎昌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168 號 3F 

[得標廠商電話]04-22350899 

[決標金額]99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7/06－099/09/0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靜態材料拉力實驗機 詳規範 99A54 共 1ST  

[得標廠商:1]慎昌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990,000 

[底價金額]1,0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24903 

[未得標廠商名稱]歐旺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4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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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242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23054127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中澤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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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控車床 詳規範:99AA064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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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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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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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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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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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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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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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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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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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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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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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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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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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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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8 頁，共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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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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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3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控車床 詳規範:99AA064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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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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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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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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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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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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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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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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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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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4 17:00 
[開標時間]099/06/15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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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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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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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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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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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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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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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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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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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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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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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U2  
[標案名稱 ]

數控車床 詳規範:99AA064 共 1ST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標的分類 ]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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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3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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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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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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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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U2  

[標案名稱]數控車床 詳規範:99AA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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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15 12: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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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3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22 

[決標公告日期]099/07/14 

[契約編號]E-BF01U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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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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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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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2371 

[得標廠商名稱]凱巨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12 臺中縣大里市中投東路 33 之 15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24077427 

[決標金額]1,3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7/09－099/10/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控車床 詳規範:99AA064 共 1ST  

[得標廠商:1]凱巨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300,000 

[底價金額]1,300,0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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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D9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機關地址]243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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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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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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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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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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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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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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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2 17:00 

[開標時間]099/05/13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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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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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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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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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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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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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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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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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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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D9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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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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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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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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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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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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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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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6 17:00 

[開標時間]09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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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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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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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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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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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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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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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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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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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7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機關地址]243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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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D9  

[標案名稱]  

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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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7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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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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4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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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D9  

[標案名稱]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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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7 11: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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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2,2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3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4 

[契約編號]E-BF01D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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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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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2,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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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92345 

[得標廠商名稱]赫普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2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4 巷 105 弄 10 之 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29035205 

[決標金額]2,1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22－099/08/2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機類教學實習器材多靶濺鍍系統 共 1ST  

[得標廠商:1]赫普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2,150,000 

[底價金額]2,150,0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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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4/30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流動注入分析儀 詳規範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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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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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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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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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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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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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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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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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7 17:00 
[開標時間]09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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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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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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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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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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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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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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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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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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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0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流動注入分析儀 詳規範 共 1ST 
[標案案號]E-BF01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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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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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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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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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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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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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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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6 17:00 
[開標時間]099/05/27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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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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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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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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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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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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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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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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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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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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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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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G3  
[標案名稱 ]

流動注入分析儀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標的分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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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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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0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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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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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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泰山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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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1G3  

[標案名稱]流動注入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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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7 11:2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臺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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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3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8 

[契約編號]E-BF01G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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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1,4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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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1216 

[得標廠商名稱]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00 號 14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82278822 

[決標金額]1,4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24－099/08/2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流動注入分析儀 詳規範 共 1ST  

[得標廠商:1]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420,000 

[底價金額]1,420,0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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