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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儀器設備(共 54 項)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及 
教學研究與學生事務及輔導(共 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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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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003 多通道任意波形產生器 機械系 10

A004 數位儲存式示波器 電機系 11

A005 信號產生器 電子系 12

A006 電磁式篩振動機 化工系 13

A007 奈米壓痕儀附件 材料系 14

A009 個人電腦 工管系 15

A010 個案教室會議系統 經管系 16

A011 工業設計解決方案(組合包)軟體 工設系 17-21

A012 個人電腦 視傳系 22-27

A013 三次元量測儀操作控制系統 機械系 28

A014 NI USB-6341 多功能 DAQ 卡 電機系 29

A015 機架式伺服器 電子系 30

A017 殘留氣體偵測器 材料系 31-39

A019 作業研究軟體 工管系 40

A020 個案教室影音環控系統 經管系 41

A021 電腦繪圖工作站 工設系 42

A023 偏光儀 機械系 43

A025 全光譜橢圓儀 電子系 44-52

A026 太陽光模擬器(Solar cell simulator) 化工系 53

A027 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材料系 54-62

A030 SPSS (統計軟體) 經管系 63

A031 平面影像編輯軟體 工設系 64

A033 ANSYS  進階教學版軟體 機械系 65

教學儀器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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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錄」資料

A034 數位儲存式示波器 電機系 66

A035 向量訊號產生器 電子系 67

A036 氫能燃料電池測試站 化工系 68

A037 濕式均質系統 材料系 69

A038 微粒黑炭監測儀 環安衛系 70

A039 動態平衡訓練儀 工管系 71

A040 影音系統 經管系 72

A043 光電調變實驗組 機械系 73

A044 電路板雕刻機 電子系 74

A045 恆溫震盪培養箱 化工系 75

A046 大氣電漿處理系統附件 材料系 76

A048 生理回饋系統 工管系 77

A050 電腦繪圖工作站 工設系 78

A051 攝影用照明燈 視傳系 79

A052 可攜式光譜儀 機械系 80

A053 工作站電腦 電子系 81

A054 薄膜塗佈機 化工系 82

A056 伺服器 工管系 83

A057 個人電腦 經管系 84

A058 影像掃描器 工設系 85

A059 攝影用照明燈 視傳系 86

A060 Etalon干涉實驗組 機械系 87

A062 研磨機陶瓷腔槽組 化工系 88

A063 水體流速測定計 環安衛系 89

教學儀器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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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100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錄」資料

A064 伺服器 工管系 90

A065 影像掃描器 工設系 91

A066 金相切割機 機械系 92

A068 雙層低溫恆溫生長箱 化工系 93

A069 吹氣捕捉裝置 環安衛系 94

A070 觸控式液晶顯示器 工管系 95

B003 視聽資料(DVD) 全校 96-124

B008 數位教材(資訊類) 電算中心 125

C002 低音號 管樂社 126

C013 比賽弓用碳鋼中央安定桿組 射箭社 127

C020 無線麥克風 學生會 128

C021 舞台用主動式監聽喇叭 學生會 129

C022 隨插即用音響系統 學生會 130

C023 電腦割字機 學生會 131

D001 多功水質分析儀 環安室 132

D002 即時水質監測系統 環安室 133

D003 污泥厚度計 環安室 134

教學儀器

設備

省水器材實驗實習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無障礙空

間設施或其他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暨教學媒體

及教學研究與學生

事務及輔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6/08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標案案號]E-CF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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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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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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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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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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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7 17:00 

[開標時間]10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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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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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第 2 頁，共 134 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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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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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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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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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0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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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63  

[標案名稱]  

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7/2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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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0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標案案號]E-CF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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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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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7/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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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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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7/27 17:00 

[開標時間]100/07/28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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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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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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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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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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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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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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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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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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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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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63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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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7/28 11:4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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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4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08 

[決標公告日期]100/08/25 

[契約編號]E-CF026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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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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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20489 

[得標廠商名稱]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 新北市永和區永和路一段 9 號 4 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89210222 

[決標金額]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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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3－100/10/0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得標廠商:1]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56 

[決標金額]1,370,000 

[底價金額]1,3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044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68,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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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5/31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工業設計解決方案(組合包)軟體 詳規範:310010004111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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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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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3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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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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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13 17:00 

[開標時間]10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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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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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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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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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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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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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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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08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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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03  

[標案名稱]工業設計解決方案(組合包)軟體 詳規範:31001000411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14 11: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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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51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1 

[決標公告日期]100/07/08 

[契約編號]E-CF020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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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8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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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8626 

[得標廠商名稱]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路 147 號 6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180508 

[決標金額]1,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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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06－100/08/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工業設計解決方案(組合包)軟體 詳規範:310010004111 共 1ST

  

[得標廠商:1]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80,000 

[底價金額]1,48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6088678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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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5006 

[未得標廠商名稱]艾維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607,2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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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5/12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0031461 共 40ST 

[標案案號]E-CF01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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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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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1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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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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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5/30 17:00 

[開標時間]1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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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立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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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料，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

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附加說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兩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行通知。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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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塑網電子交易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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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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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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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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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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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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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1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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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1T5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0031461 共 4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5/31 11: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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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0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8 

[決標公告日期]100/07/21 

[契約編號]E-CF01T5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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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9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82,6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80503588 

[得標廠商名稱]三儀電子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路 1 段 6 號 9 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23215665 

[決標金額]1,4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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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9－100/09/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3300100031461 共 40ST  

[得標廠商:1]三儀電子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40 

[決標金額]1,482,600 

[底價金額]1,9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01517124 

[未得標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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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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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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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4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39,5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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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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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6/02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殘留氣體偵測器 詳規範 HPR30 廠牌:Hiden 型號:HPR30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2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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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0000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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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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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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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0 17:00 

[開標時間]1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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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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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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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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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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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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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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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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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6/23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北市泰山區台北縣泰山鄉工專路 84 號 

[聯絡人]鄭盈盈 

[聯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CF02S9  

[標案名稱]  

殘留氣體偵測器 詳規範 HPR30 廠牌:Hiden 型號:HPR30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6/23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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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6/23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殘留氣體偵測器 詳規範 HPR30 廠牌:Hiden 型號:HPR30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2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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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0000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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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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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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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7/04 17:00 

[開標時間]100/07/05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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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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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訂購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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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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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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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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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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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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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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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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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S9  

[標案名稱]殘留氣體偵測器 詳規範 HPR30 廠牌:Hiden 型號:HPR30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7/05 11:2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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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4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0/07/26 

[契約編號]E-CF02S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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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7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3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9747754 

[得標廠商名稱]迦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4 段 415 號 13 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87805228 

[決標金額]1,3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英國(ENGLAND)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7/22－100/10/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殘留氣體偵測器 詳規範 HPR30 廠牌:Hiden 型號:HPR30 共 1

ST  

[得標廠商:1]迦拿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350,000 

[底價金額]1,37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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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5/23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全光譜橢圓儀 詳規範:SE110408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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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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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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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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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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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08 17:00 

[開標時間]10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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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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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曆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立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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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料，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

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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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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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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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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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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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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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6/14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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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A2  

[標案名稱]  

全光譜橢圓儀 詳規範:SE110408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6/1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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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6/14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全光譜橢圓儀 詳規範:SE110408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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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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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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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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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領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0 17:00 

[開標時間]100/06/21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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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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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訂購後 30 日曆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立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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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料，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

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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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北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前棟 8 樓 採購部鄭盈盈 

第 49 頁，共 134 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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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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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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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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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1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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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2A2  

[標案名稱]全光譜橢圓儀 詳規範:SE110408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21 11:4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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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3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8 

[決標公告日期]100/07/21 

[契約編號]E-CF02A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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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3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28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4998648 

[得標廠商名稱]里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2 新竹縣竹北市竹北里 12 鄰台元街 26 號 4 樓之 12 

[得標廠商電話]03-6005799 

[決標金額]1,28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7/19－100/08/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全光譜橢圓儀 詳規範:SE110408 共 1ST  

[得標廠商:1]里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285,000 

[底價金額]1,33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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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8/03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詳規範 EHOMG1000425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3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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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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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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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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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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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6 17:00 

[開標時間]100/08/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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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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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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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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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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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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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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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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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理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北市泰山區台北縣泰山鄉工專路 84 號 

[聯絡人]鄭盈盈 

[聯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標案案號]E-CF03X9  

[標案名稱]  

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詳規範 EHOMG1000425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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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8/1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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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9 

[機關名稱]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詳規範 EHOMG1000425 共 1ST 

[標案案號]E-CF03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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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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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0000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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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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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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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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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9 17:00 

[開標時間]1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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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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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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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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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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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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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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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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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03X9  

[標案名稱]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詳規範 EHOMG1000425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30 11: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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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2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9/06 

[決標公告日期]100/09/26 

[契約編號]E-CF03X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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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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2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3448553 

[得標廠商名稱]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 2 段 157 號 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552266 

[決標金額]2,2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9/22－101/01/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含升級套件 詳規範 EHOMG1000425 共 1

ST  

[得標廠商:1]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250,000 

[底價金額]2,25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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