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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優先序 序號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教學儀器

設  備 

AA-03 003 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電機系 1-12 

AA-09 009 雙螺桿押出機 化工系 13-20 

AA-10 010 快速模型製造系統 工設系 21-28 

AA-11 011 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機械系 29-40 

AA-12 012 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機械系 41-52 

AA-13 013 數位顯微鏡 機械系 53-64 

AB-20 033 個人電腦 電子系 65-77 

AB-26 039 個人電腦 視傳系 78-87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優先序：AA-03-003（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列印時間：106/02/19 19:1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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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T6 

[標案名稱]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如:Anritsu MS46122A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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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7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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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7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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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7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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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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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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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7 17:00 

[開標時間]105/06/28 11:45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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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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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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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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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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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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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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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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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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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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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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8:4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標案案號]E-HF01T6 

[標案名稱]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如:Anritsu MS46122A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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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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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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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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2/19 19:1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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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T6 

[標案名稱]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如:Anritsu MS46122A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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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7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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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7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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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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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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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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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7 17:00 

[開標時間]105/06/28 11:45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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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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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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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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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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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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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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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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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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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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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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9: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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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T6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如:Anritsu MS46122A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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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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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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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8 11:45 

[原公告日期]105/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7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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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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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37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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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4628679 

[廠商名稱]從伸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 榮安十三街 58 巷 35 號 1 樓  

[廠商電話]03- 4517790  

[決標金額]1,2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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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30－105/10/0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精密型向量網路分析儀 如:Anritsu MS461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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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從伸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1,285,000 元 

[底價金額]1,300,000 元 

[標比]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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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85,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07 

[決標公告日期]105/08/02 

[契約編號]E-HF01T6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85,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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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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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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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A-09-009(雙螺桿押出機) 

列印時間：106/02/19 19:2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11/04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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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4H9 

[標案名稱]雙螺桿押出機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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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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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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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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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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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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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7 17:00 

[開標時間]10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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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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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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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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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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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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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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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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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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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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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1/03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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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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30:3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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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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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E-HF04H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雙螺桿押出機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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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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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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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8 11:00 

[原公告日期]105/11/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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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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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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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4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3878311 

[廠商名稱]弘煜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 1 段 79 號 9 樓-11  

[廠商電話]03- 4838475  

[決標金額]2,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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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3－106/02/0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13165089 

[廠商名稱]巧竹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84370863 

[廠商名稱]政鈺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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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代碼]84527957 

[廠商名稱]僑隆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雙螺桿押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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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弘煜機械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2,980,000 元 

[底價金額]2,98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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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98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巧竹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政鈺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46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3] 

[未得標廠商]僑隆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40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28 

[決標公告日期]1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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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E-HF04H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9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9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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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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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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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A-10-010(快速模型製造系統) 

列印時間：106/02/19 19: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5/17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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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E3 

[標案名稱]快速模型製造系統 詳規範:310010504151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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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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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96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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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2,96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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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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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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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31 17:00 

[開標時間]10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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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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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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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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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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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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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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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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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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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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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16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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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頁，共 87 頁



列印時間： 106/2/19 19:22: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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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E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快速模型製造系統 詳規範:310010504151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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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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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1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5/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9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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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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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96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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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6822173 

[廠商名稱]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 何源里重慶路 343 號  

[廠商電話]04- 23119800  

[決標金額]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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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1－105/08/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8960937 

[廠商名稱]青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84653200 

[廠商名稱]基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第 26 頁，共 87 頁



[品項名稱]快速模型製造系統 詳規範:31001050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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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800,000 元 

[底價金額]2,871,000 元 

[標比]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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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8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青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09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基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18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6/07 

[決標公告日期]105/07/04 

[契約編號]E-HF01E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871,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8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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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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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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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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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A-11-011(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列印時間：106/02/19 19:0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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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05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Battery Tester 詳規範:105J001A11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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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48,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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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4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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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48,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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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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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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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30 17:00 

[開標時間]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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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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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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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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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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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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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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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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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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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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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3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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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 頁，共 87 頁



列印時間： 106/2/19 19:5: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標案案號]E-HF0205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Battery Tester 詳規範:105J001A1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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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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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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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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2/19 19:0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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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05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Battery Tester 詳規範:105J001A11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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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48,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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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4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4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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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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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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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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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30 17:00 

[開標時間]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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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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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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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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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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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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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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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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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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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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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3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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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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0: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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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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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E-HF020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Battery Tester 詳規範:105J001A11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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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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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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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1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6/2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48,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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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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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048,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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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53190824 

[廠商名稱]北極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懷寧街 42 號 4 樓  

[廠商電話]02- 23757239  

[決標金額]2,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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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7－105/09/1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Battery Tester 詳規範:105J001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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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北極光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2,010,000 元 

[底價金額]2,045,000 元 

[標比]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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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國別 1]法國(France)(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01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3 

[決標公告日期]105/07/28 

[契約編號]E-HF0205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04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1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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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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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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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A-12-012(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列印時間：106/02/19 18: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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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06 

[標案名稱]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Electrical meausurement system 詳規範:105J002A12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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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897,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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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897,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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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897,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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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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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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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30 17:00 

[開標時間]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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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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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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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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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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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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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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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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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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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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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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3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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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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2/19 18:57: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標案案號]E-HF0206 

[標案名稱]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Electrical meausurement system 詳規範:105J002A12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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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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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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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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2/19 18: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

等欄位(此段文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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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06 

[標案名稱]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Electrical meausurement system 詳規

範:105J002A12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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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897,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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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897,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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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897,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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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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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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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30 17:00 

[開標時間]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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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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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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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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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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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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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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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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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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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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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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3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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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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4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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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06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Electrical meausurement system 詳規

範:105J002A12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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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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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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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1 11:15 

[原公告日期]105/06/2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897,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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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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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897,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8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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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6007636 

[廠商名稱]洛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8 臺北市萬華區 洛陽街 9 號 2 樓之 17  

[廠商電話]02- 32346000  

[決標金額]2,7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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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2－105/09/1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Electrical meausurement system 詳規

範:105J002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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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洛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2,78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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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2,8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38%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782,5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3 

[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契約編號]E-HF0206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82,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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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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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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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A-13-013(數位顯微鏡) 

列印時間：106/02/19 19:1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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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Q5 

[標案名稱]數位顯微鏡 High magnification 3D confocal microscop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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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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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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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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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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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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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7 17:00 

[開標時間]105/06/28 11:3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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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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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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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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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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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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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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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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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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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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7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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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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5: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標案案號]E-HF01Q5 

[標案名稱]數位顯微鏡 High magnification 3D confocal microscop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3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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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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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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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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2/19 19:1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0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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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Q5 

[標案名稱]數位顯微鏡 High magnification 3D confocal microscop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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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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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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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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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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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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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7 17:00 

[開標時間]105/06/28 11:30 

[開標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號台塑大樓前棟 8 樓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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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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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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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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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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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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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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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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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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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7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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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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16: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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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Q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數位顯微鏡 High magnification 3D confocal microscop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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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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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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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8 11:30 

[原公告日期]105/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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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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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5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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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70449143 

[廠商名稱]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 民權東路 3 段 178 號 10 樓  

[廠商電話]02- 27188700  

[決標金額]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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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2－105/09/1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數位顯微鏡 High magnification 3D confocal micros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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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2,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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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2,3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3 

[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契約編號]E-HF01Q5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3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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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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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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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B-20-033(個人電腦) 

列印時間：106/02/19 19:3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8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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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Z6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ELERON G1840-2.8G DDR3 4GB RAM HDD 500GB 

不含 MONITOR 中文 Windows 8.1 Pro Bundle 共 100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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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9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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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026,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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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026,9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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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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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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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17:00 

[開標時間]10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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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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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3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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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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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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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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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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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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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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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5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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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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32:3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6 

 

[標案案號]E-HF02Z6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ELERON G1840-2.8G DDR3 4GB RAM HDD 500GB 

不含 MONITOR 中文 Windows 8.1 Pro Bundle 共 10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08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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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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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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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 頁，共 87 頁



列印時間：106/02/19 19:3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6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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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Z6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ELERON G1840-2.8G DDR3 4GB RAM HDD 500GB 

不含 MONITOR 中文 Windows 8.1 Pro Bundle 共 100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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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9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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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026,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02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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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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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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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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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2 17:00 

[開標時間]10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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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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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3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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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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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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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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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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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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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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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5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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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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35: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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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2Z6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ELERON G1840-2.8G DDR3 4GB RAM HDD 

500GB 不含 MONITOR 中文 Windows 8.1 Pro Bundle 共 100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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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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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5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8/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26,9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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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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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026,9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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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4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3723696 

[廠商名稱]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環山路 1 段 49 號 1 樓  

[廠商電話]02- 26570213  

[決標金額]9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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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6－105/12/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7722439 

[廠商名稱]台灣奇茂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29076979 

[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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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代碼]53807406 

[廠商名稱]聯碩聯合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ELERON G1840-2.8G DDR3 4GB RAM HDD 

500GB 不含 MONITOR 中文 Windows 8.1 Pro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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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998,900 元 

[底價金額]1,026,900 元 

[標比]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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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98,9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台灣奇茂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3] 

[未得標廠商]聯碩聯合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0/14 

[決標公告日期]105/11/17 

[契約編號]E-HF02Z6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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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1,026,9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98,9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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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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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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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AB-26-039(個人電腦) 

列印時間：106/02/19 19: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3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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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74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4504021 共 4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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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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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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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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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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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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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7 17:00 

[開標時間]1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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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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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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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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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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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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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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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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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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20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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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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25:3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5 

 

[標案案號]E-HF0174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4504021 共 4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2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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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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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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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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2/19 19:2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6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

字不會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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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74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4504021 共 4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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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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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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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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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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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台塑企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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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2 17:00 

[開標時間]10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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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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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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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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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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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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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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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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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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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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5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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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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2/19 19:26:3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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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HF017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4504021 共 4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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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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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3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6/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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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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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2,0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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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3723696 

[廠商名稱]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環山路 1 段 49 號 1 樓  

[廠商電話]02- 26570213  

[決標金額]1,7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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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105/09/1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01517124 

[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29076979 

[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4504021 共 4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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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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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4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元 

[決標金額]1,798,600 元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標比]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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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98,6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57,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07 

[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契約編號]E-HF0174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98,6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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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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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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