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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儀器設備(共 43 項) 

二、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共 1 項) 

三、軟體教學資源(共 2 項) 

四、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共 9 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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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項)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本項資料公告於本校技合處網站，網址為：http://otc.mcut.edu.tw/files/11-1010-2625-1.php 



類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A001 個人電腦 通識教育中心 1-6

A002 同步教學軟體 電算中心 7

A003 遠距教室數位設備(互動教學配備) 電算中心 8

A004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軟體 機械系 9

A006 工作站 電子系 10

A010 傑克森力量評估系統 工管系 11

A011 國際贏家理財系統 經管系 12

A012 3D量測雷射掃描系統 工設系 13-18

A013 音樂製作軟體 視傳系 19

A014 真空自動注型機 機械系 20

A015 個人電腦 電機系 21

A016 數位儲存示波器 電子系 22

A017 實驗室排煙櫃 化工系 23

A018 奈米刮/ 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 材料系 24-32

A019 動腦行銷資料庫--動腦線上特輯 工管系 33

A020 GAUSS數值分析與統計計量軟體 經管系 34

A021 產品設計組合包軟體 工設系 35

A024 桌上型3D立體塑模機 電機系 36

A025 3A數位式直流穩壓電源供應器 電子系 37

A026 阿貝折射計 化工系 38

A027 高週波離子源 材料系 39-47

A028 座墊壓力計 工管系 48

A029-1 AIO 個人電腦 經管系 49-57

A029-2 AIO多媒體個人電腦 經管系 58

教學儀器設備

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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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智慧型體感辨識虛擬實境開發系統軟體 視傳系 59

A034 光罩對準曝光機 電子系 60-68

A035 網路路由器 化工系 69

A036 高功率電源系統 材料系 70

A037 行動式眼球追蹤系統 工管系 71

A039 互動式擴增實境開發軟體 視傳系 72

A040 熱管理分析軟體 機械系 73

A041 系統晶片實驗板 電機系 74

A042 程序模擬機 化工系 75

A043 眼動追蹤資料分析系統 工管系 76

A044 攝影用照明燈 工設系 77

A045 熱流分析軟體 機械系 78

A047 高溫烘箱 化工系 79

A050 數位儲存示波器 電機系 80

A051 線上生化分析儀 化工系 81

A053 生物晶片影像讀取儀 機械系 82

A054 任意波形產生器 電機系 83

A056 聚焦式微波合成儀 化工系 84

A057 HP5519A 雙頻雷射頭 機械系 85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B001 平板電腦 圖書館 86

C003 視聽資料(DVD) 圖書館 87-99

C008 數位教材(資訊類) 電算中心 100

D003 直排輪鞋 飛輪社 101

D004 直排輪鞋 飛輪社 102

教學儀器設備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

軟體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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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7 CXT比賽弓組(搭配WINEX比賽弓臂) 射箭社 103

D008 CXT比賽弓組(搭配WINEX比賽弓臂) 射箭社 104

D009 CXT比賽弓組(搭配WINEX比賽弓臂) 射箭社 105

D011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學生會 106

D012 燈光控制器 學生會 107

D013 LED舞台燈組 學生會 108

D015 圓TRUSS背景骨架 學生會 109

E001 COD監測儀 環安室 110

E002 水中溶氧監測器 環安室 111

省水器材實驗實習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無障礙空

間設施或其他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



A001 

 

列印時間：102/01/03 14: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5/22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共 56ST 

[標案案號]E-DF01W1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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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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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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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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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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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6 17:00 

[開標時間]101/06/0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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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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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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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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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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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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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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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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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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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0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DF01W1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共 56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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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1/06/07 11: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15 

[決標公告日期]101/07/05 

[契約編號]E-DF01W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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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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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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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76979 

[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基河路 198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8882777  

[決標金額]1,33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國大陸(CHIN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7/03－101/08/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共 56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56 

[決標金額]1,338,000 

[底價金額]1,5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3723696 

[未得標廠商名稱]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9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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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90329 

[未得標廠商名稱]力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9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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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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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DF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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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DF0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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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DF01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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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6-DF0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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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DF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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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DF01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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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 

列印時間：102/01/03 14: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7/25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3D 量測雷射掃描系統 共 1ST 

[標案案號]E-DF03R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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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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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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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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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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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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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08 17:00 

[開標時間]101/08/09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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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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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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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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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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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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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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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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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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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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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DF03R0  

[標案名稱]3D 量測雷射掃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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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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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1/08/09 11: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8/16 

[決標公告日期]10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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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E-DF03R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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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5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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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22173 

[得標廠商名稱]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 區何福里漢口路 2 段 138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 23119800  

[決標金額]1,5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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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8/31－101/10/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3D 量測雷射掃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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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539,000 

[底價金額]1,6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960937 

[未得標廠商名稱]青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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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53200 

[未得標廠商名稱]基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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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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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DF0350 

 

 

 

 

第19頁，共111頁



A014-DF01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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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5-DF01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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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6-DF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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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7-DF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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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8 

列印時間：102/01/03 14:35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4/23101/04/23101/04/23101/04/23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奈米刮/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A:018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P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4/23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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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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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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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5/07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08 11:3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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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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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10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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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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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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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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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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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101/05/10:101/05/10:101/05/10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P7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  

奈米刮/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A:018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10 

[[[[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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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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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01/03 14:35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101/05/10101/05/10101/05/1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奈米刮/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A:018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P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條條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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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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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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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5/16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17 11:45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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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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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10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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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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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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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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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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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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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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1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P7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奈米刮/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A:018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17 11:45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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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1/05/25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1/06/11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E-DF01P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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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9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9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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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30894370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 台元街 22 號 4 樓之 1、之 2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3- 5526201  

[[[[決決決決標金額標金額標金額標金額]]]]1,9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1/06/07－101/09/15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奈米刮/壓痕機進階分析模組 A:018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95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95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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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9-DF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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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DF02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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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DF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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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4-DF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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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5-DF02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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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6-DF02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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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7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4/23101/04/23101/04/23101/04/23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高週波離子源 A:A027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N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4/23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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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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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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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5/07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08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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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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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13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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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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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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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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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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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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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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101/05/10:101/05/10:101/05/10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N5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  

高週波離子源 A:A027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10 

[[[[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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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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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101/05/10101/05/10101/05/1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高週波離子源 A:A027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N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5/10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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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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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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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5/16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17 11:15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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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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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13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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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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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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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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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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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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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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1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1N5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高週波離子源 A:A027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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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5/17 11:15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是是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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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1/05/25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1/06/11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E-DF01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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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4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4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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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7519560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津弘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303 新竹縣湖口鄉 三元路 2段 60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3- 5904054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4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1/06/07－101/10/15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高週波離子源 A:A027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津弘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45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45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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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8-DF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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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9-1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02101/07/02101/07/02101/07/02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AIO 個人電腦 共 40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0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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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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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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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7/16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17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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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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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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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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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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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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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第51頁，共111頁



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19:101/07/19:101/07/19:101/07/19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05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  

AIO 個人電腦 共 40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7/19 

[[[[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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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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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19101/07/19101/07/19101/07/19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AIO 個人電腦 共 40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0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19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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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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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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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7/25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26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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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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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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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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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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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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是否刊是否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登英文公告登英文公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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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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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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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8/1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05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AIO 個人電腦 共 40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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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26 11: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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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1/08/01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1/08/16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E-DF0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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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2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195,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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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基河路 198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2- 28882777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19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中國大陸(CHIN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1/08/14－101/09/28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AIO 個人電腦 共 40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40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195,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20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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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9-2-DF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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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DF01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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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04101/07/04101/07/04101/07/04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光罩對準曝光機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A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04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是否應依公共工程是否應依公共工程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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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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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7/18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19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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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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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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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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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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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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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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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23:101/07/23:101/07/23:101/07/23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A6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  

光罩對準曝光機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7/23 

[[[[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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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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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23101/07/23101/07/23101/07/23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光罩對準曝光機 共 1ST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A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50000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1/07/23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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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104104104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 105105105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101010 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條或第 444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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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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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1/07/30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31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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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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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999999 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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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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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下方【台塑企業政府採購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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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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是否刊登是否刊登是否刊登英文公告英文公告英文公告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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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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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 1111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第66頁，共111頁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8/2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E-DF03A6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光罩對準曝光機 共 1ST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1/07/31 11: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歸屬計歸屬計歸屬計畫類別畫類別畫類別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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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1/08/01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1/08/27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E-DF03A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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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3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355,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標決標標決標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7285346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科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326 桃園縣楊梅市 高上里高獅路 863 巷 10 號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3- 4852036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35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1/08/23－101/10/07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光罩對準曝光機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科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355,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36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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