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志科技大學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 

公開招標紀錄 

 

 

類別 優先序 序號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AA-01 001 雷射粒徑分析儀 機械系 1-12 

AA-02 002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掃描探針顯微鏡系統) 

機械系 13-24 

AA-05 005 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化工系 25-37 

AA-07 007 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工管系 38-49 

AB-04 013 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電算中心 50-62 

AB-06 015 細微膜厚量測儀 材料系 63-74 

AB-19 028 多媒體影像設計軟體 視傳系 75-82 

AB-36 045 個人電腦 經管系 83-94 

AB-107 116 高溫爐 
綠色能源電池
研究中心 

95-106 

AB-108 117 電池充放電 
綠色能源電池
研究中心 

107-118 

AC-01 119 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有機電子研究
中心(電子系) 119-126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AA-01-001(雷射粒徑分析儀) 

                                         列印時間：107/01/22 14:0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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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J9 

[標案名稱]雷射粒徑分析儀 如廠牌:MALVERN 型號:MASTERSIZER3000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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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4/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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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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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4/24 17:00 

[開標時間]106/04/25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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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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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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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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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李永利先生 02-29089899-4104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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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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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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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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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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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4/07 10:3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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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4: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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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J9 

[標案名稱]雷射粒徑分析儀 如廠牌:MALVERN 型號:MASTERSIZER3000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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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4/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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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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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5/03 17:00 

[開標時間]106/05/0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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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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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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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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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李永利先生 02-29089899-4104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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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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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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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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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頁，共 126 頁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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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4/26 10:5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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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4:28: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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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0J9 

[標案名稱]雷射粒徑分析儀 如廠牌:MALVERN 型號:MASTERSIZER3000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4/1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4/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4/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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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4:29: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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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J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 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雷射粒徑分析儀 如廠牌:MALVERN 型號:MASTERSIZER3000 詳

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

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5/04 11:15 

[原公告日期]106/04/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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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1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1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70824858 

[廠商名稱]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堤頂大道 2 段 407 巷 22 號 10 樓之 1  

[廠商電話]02- 87526666  

[決標金額]1,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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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6/05/23－106/07/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937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7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3 

[決標品項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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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雷射粒徑分析儀 如廠牌:MALVERN 型號:MASTERSIZER3000 詳

規範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310,000 元 

[決標金額]1,100,000 元 

[底價金額]1,1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5/10 

[決標公告日期]106/05/25 

[契約編號]E-JF00J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1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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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2-002(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掃描探針顯微鏡

系統) 

列印時間：107/01/22 14: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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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G4 

[標案名稱]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Such as spec 106A002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8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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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4/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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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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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4/24 17:00 

[開標時間]106/04/2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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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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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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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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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李永利先生 02-29089899-4104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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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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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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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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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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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4/07 10:2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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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4:2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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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G4 

[標案名稱]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Such as spec 106A002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8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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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8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 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4/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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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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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5/03 17:00 

[開標時間]106/05/0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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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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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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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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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李永利先生 02-29089899-4104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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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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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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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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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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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4/26 10:5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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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4:26:5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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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0G4 

[標案名稱]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Such as spec 106A002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4/1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4/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4/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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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4:31: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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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0G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Such as spec 106A002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

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5/04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4/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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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8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8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8954098 

[廠商名稱]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 1 段 75 號 18 樓之 5  

[廠商電話]02- 86981212  

[決標金額]1,817,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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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6/05/25－106/09/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Such as spec 106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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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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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68,850 元 

[決標金額]1,817,400 元 

[底價金額]1,83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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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817,4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5/10 

[決標公告日期]106/05/26 

[契約編號]E-JF00G4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83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17,4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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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5-005(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列印時間：107/01/22 15:4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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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3E8 

[標案名稱]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4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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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4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9/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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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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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0/11 17:00 

[開標時間]106/10/1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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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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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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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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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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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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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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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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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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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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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9/26 10: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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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5:4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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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3E8 

[標案名稱]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4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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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4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10/1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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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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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0/23 17:00 

[開標時間]106/10/2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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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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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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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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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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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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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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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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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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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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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13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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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 頁，共 126 頁



列印時間： 107/1/22 15:48:2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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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3E8 

[標案名稱]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9/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0/1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0/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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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5:50: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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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3E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

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10/24 11:00 

[原公告日期]106/10/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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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4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4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4894361 

[廠商名稱]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建國北路 1 段 90 號 11 樓之 2  

[廠商電話]02- 25085500  

[決標金額]1,37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18－107/01/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9375304 

[廠商名稱]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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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示差掃描量熱儀(DSC) 詳規範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美商沃特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00,000 元 

[決標金額]1,370,000 元 

[底價金額]1,376,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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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7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10 

[決標公告日期]106/11/20 

[契約編號]E-JF03E8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76,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7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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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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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7-007(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列印時間：107/01/22 15:1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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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H9 

[標案名稱]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詳規範:AA07007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371 - 玻璃及玻璃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9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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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9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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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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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19 17:00 

[開標時間]106/06/20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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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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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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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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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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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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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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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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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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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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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05 11:2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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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時間：107/01/22 15:3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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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H9 

[標案名稱]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詳規範:AA07007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9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9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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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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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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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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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28 17:00 

[開標時間]106/06/29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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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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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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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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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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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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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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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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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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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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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21 13:4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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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5:37:1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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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1H9 

[標案名稱]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詳規範:AA07007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6/0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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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5:39:2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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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H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詳規範:AA07007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6/29 11:15 

[原公告日期]106/06/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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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9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9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3042046 

[廠商名稱]龍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04 新竹縣新豐鄉 德昌街 182 號  

[廠商電話]03- 5786610  

[決標金額]1,8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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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24－106/09/0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彩色 3D 全身量測系統 詳規範:AA07007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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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龍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20,000 元 

[決標金額]1,830,000 元 

[底價金額]1,850,000 元 

[標比]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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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83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5 

[契約編號]E-JF01H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8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3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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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4-013(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列印時間：107/01/25 10:5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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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32 

[標案名稱]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詳規範:10601160730001 共 55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9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2,09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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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2,09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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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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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04 17:00 

[開標時間]106/07/0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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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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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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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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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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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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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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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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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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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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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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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20 13:4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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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時間：107/01/25 10: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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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32 

[標案名稱]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詳規範:10601160730001 共 55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9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2,09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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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7/0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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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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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14 17:00 

[開標時間]106/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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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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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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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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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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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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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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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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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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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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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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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7/06 11:1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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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5 10:56:2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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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232 

[標案名稱]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詳規範:10601160730001 共 55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6/2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0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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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5 10:57: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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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3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詳規範:10601160730001 共 55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7/17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7/0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9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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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09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09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2741014 

[廠商名稱]樂訊科訊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 寶橋路 235 巷 134 號 4 樓  

[廠商電話]02- 89121234  

[決標金額]8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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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9/08－106/10/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0242439 

[廠商名稱]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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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資訊講桌 E 控系統 詳規範:10601160730001 共 55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樂訊科訊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55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25,000 元 

[決標金額]825,000 元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標比]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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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25,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36,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8 

[決標公告日期]106/09/08 

[契約編號]E-JF023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25,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顯偏低之說明]依採購法第 58 條執行程序項次四

第一點辦理決標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第 61 頁，共 126 頁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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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6-015(細微膜厚量測儀) 

列印時間：107/01/22 15:5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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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G1 

[標案名稱]細微膜厚量測儀 詳規範 ET-200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4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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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4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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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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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19 17:00 

[開標時間]106/06/2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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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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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第 64 頁，共 126 頁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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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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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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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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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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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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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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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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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05 11:1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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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5: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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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G1 

[標案名稱]細微膜厚量測儀 詳規範 ET-200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4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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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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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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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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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28 17:00 

[開標時間]106/06/29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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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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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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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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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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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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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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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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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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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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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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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21 13: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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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5:59:1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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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1G1 

[標案名稱]細微膜厚量測儀 詳規範 ET-200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6/0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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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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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3: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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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G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細微膜厚量測儀 詳規範 ET-200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6/29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6/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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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4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4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6300242 

[廠商名稱]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忠孝東路 1 段 112 號 6 樓  

[廠商電話]02- 23923433  

[決標金額]1,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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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19－106/11/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細微膜厚量測儀 詳規範 ET-200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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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300,000 元 

[決標金額]1,300,000 元 

[底價金額]1,320,000 元 

[標比]98.48%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05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0 

[契約編號]E-JF01G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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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9-028(多媒體影像設計軟體) 

列印時間：107/01/22 16:0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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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T9 

[標案名稱]多媒體影像設計軟體 詳規範:330010604061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5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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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5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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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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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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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26 17:00 

[開標時間]106/06/2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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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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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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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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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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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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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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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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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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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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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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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09 12:1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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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10:1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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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T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多媒體影像設計軟體 詳規範:330010604061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6/27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6/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第 79 頁，共 126 頁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5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53726559 

[廠商名稱]勁特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8 新北市樹林區 仁愛街 69 號 2 樓  

[廠商電話]02- 86854166  

[決標金額]1,49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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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9/07－106/10/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3189636 

[廠商名稱]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第 80 頁，共 126 頁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54724158 

[廠商名稱]帝褘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多媒體影像設計軟體 詳規範:330010604061 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勁特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99,000 元 

[決標金額]1,499,000 元 

[底價金額]1,5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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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99,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3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帝褘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0 

[決標公告日期]106/09/08 

[契約編號]E-JF01T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第 81 頁，共 126 頁



[總決標金額]1,499,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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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36-045(個人電腦) 

列印時間：107/01/23 08:5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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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R5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20010603271 共 60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8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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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8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8/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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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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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9/13 17:00 

[開標時間]10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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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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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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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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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02-29089899-4048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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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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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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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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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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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8/30 12:0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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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3 08:5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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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R5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20010603271 共 60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8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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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9/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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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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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9/25 17:00 

[開標時間]106/09/26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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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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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第 88 頁，共 126 頁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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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02-29089899-4048 或請廠商自

行至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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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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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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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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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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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9/15 10:1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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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3 8:57:4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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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2R5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20010603271 共 60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8/3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9/1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9/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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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3 8:58:2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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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R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20010603271 共 60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9/26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9/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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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8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8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9076979 

[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 安興路 105 號 13 樓  

[廠商電話]02- 22118331  

[決標金額]1,7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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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0/31－106/12/1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220010603271 共 60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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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00,000 元 

[決標金額]1,700,000 元 

[底價金額]1,734,000 元 

[標比]98.04%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0/12 

[決標公告日期]106/10/31 

[契約編號]E-JF02R5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734,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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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07-116(高溫爐) 

列印時間：107/01/22 16: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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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F4 

[標案名稱]高溫爐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26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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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26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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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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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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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15 17:00 

[開標時間]106/06/16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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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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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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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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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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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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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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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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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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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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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01 11:5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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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6:2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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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F4 

[標案名稱]高溫爐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26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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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26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2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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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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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26 17:00 

[開標時間]106/06/27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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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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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訂購後 12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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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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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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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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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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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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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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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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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19 13: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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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28:5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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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1F4 

[標案名稱]高溫爐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6/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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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30: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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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F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高溫爐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

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6/27 11:15 

[原公告日期]106/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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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26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26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2184931 

[廠商名稱]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 1 段 77 號 8 樓之 6  

[廠商電話]02- 26981222  

[決標金額]1,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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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24－106/11/2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高溫爐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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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50,000 元 

[決標金額]1,180,000 元 

[底價金額]1,197,000 元 

[標比]98.58% 

[原產地國別 1]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8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5 

[契約編號]E-JF01F4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197,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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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08-117(電池充放電) 

列印時間：107/01/22 16:3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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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91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1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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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5/2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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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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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08 17:00 

[開標時間]10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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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第四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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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7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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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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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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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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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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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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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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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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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5/25 11:1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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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1/22 16:3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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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91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 詳規範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1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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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1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6/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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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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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19 17:00 

[開標時間]106/06/20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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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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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7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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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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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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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

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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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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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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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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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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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6/12 13:4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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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42:5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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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191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 詳規範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5/2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1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6/13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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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2 16:44:5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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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19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池充放電 詳規範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

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6/20 11:45 

[原公告日期]106/06/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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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1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1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53190824 

[廠商名稱]北極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懷寧街 42 號 4 樓  

[廠商電話]02- 23757239  

[決標金額]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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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13－106/09/2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電池充放電 詳規範 共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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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北極光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50,000 元 

[決標金額]1,000,000 元 

[底價金額]1,023,000 元 

[標比]97.75% 

[原產地國別 1]法國(France)(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9 

[決標公告日期]106/07/13 

[契約編號]E-JF019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23,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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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1-119(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列印時間：107/01/23 08:2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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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89 

[標案名稱]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桌上型 詳規範 AC01119RAMAN 共 1ST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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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5,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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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5,1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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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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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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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資訊系統→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24 17:00 

[開標時間]106/07/2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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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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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3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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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

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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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

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洪梓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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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右方【台塑企業資訊系統

-台塑企業政府採購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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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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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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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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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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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

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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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7/13 13:3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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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3 8:26: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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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JF0289 

[標案名稱]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桌上型 詳規範 AC01119RAMAN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6/06/28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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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1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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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23 8:27: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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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聯絡電話]02-27178587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497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標案案號]E-JF028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桌上型 詳規範 AC01119RAMAN 

共 1ST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7/25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7/1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1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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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5,1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1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

前版本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36551061 

[廠商名稱]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5 臺北市南港區 南港路 3 段 50 巷 13 號 3 樓  

[廠商電話]02- 27881778  

[決標金額]5,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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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7－106/09/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 桌上型 詳規範 AC01119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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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ST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200,000 元 

[決標金額]5,080,000 元 

[底價金額]5,09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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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5,08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01 

[決標公告日期]106/08/21 

[契約編號]E-JF028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09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0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

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第 126 頁，共 126 頁


	AA-01-001
	AA-02-002
	AA-05-005
	AA-07-007
	AB-04-013
	AB-06-015
	AB-19-028
	AB-36-045
	AB-107-116
	AB-108-117
	AC-0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