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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頁碼 

A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1-279 

B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28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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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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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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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AA-01-001 
列印時間：108/01/14 11:0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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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19 

[標案名稱]可攜式 40 導神經影像電位記錄系統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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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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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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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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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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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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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4/12 17:00 

[開標時間]107/04/13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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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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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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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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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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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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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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9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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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共 330 頁



                                                        列印時間：108/01/14 10: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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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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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19 

[標案名稱]可攜式 40 導神經影像電位記錄系統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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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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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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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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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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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領標處：學校或台塑網電子網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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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4/23 17:00 

[開標時間]10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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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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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6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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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4 11:3: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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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不會列印) 

[標案案號]E-KF0119 

[標案名稱]可攜式 40 導神經影像電位記錄系統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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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3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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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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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4/1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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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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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1:4:5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7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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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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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 40 導神經影像電位記錄系統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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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4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4/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6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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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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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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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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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3129155 

[廠商名稱]保傑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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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路 5 段 49 號 9 樓之 2  

[廠商電話]02- 2631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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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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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6－1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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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 40 導神經影像電位記錄系統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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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傑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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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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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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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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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4 

[決標公告日期]107/05/17 

[契約編號]E-KF0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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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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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9-009 
列印時間：108/01/14 13:5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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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G2 

[標案名稱]能量色散型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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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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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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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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6 17:00 

[開標時間]10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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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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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9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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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3:5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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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G2 

[標案名稱]能量色散型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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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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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3/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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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09 17:00 

[開標時間]10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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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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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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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頁，共 3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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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9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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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3:53: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3/30 

 

[標案案號]E-KF00G2 

[標案名稱]能量色散型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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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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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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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3/3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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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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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3:54:2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4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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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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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色散型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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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0 11:15 

[原公告日期]107/03/3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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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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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4767432 

[廠商名稱]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 358 巷 30 弄 2 之 1 號 6 樓  

[廠商電話]02- 87976636  

[決標金額]1,3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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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1－107/07/09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16595576 

[廠商名稱]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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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名稱]能量色散型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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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95,000 元 

[決標金額]1,399,000 元 

[底價金額]1,4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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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99,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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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5 

[決標公告日期]107/05/14 

[契約編號]E-KF00G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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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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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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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2-012 
列印時間：108/01/14 13: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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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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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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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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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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2 17:00 

[開標時間]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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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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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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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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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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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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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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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3:5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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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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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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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3,0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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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4 17:00 

[開標時間]107/09/0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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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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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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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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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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4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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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3:59: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7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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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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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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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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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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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3:59: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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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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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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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5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8/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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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4458169 

[廠商名稱]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 2 段 260 號 7 樓  

[廠商電話]02- 27118838  

[決標金額]2,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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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4－107/12/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4836175 

[廠商名稱]輝煌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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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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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5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775,000 元 

[決標金額]2,775,000 元 

[底價金額]2,865,000 元 

[標比]96.86%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775,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輝煌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99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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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4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5 

[契約編號]E-KF03K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86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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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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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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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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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1-017 
列印時間：108/01/14 14:1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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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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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7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1 共 6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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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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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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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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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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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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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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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7 17:00 

[開標時間]107/08/0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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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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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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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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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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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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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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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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3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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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4:1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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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7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1 共 6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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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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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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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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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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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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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17:00 

[開標時間]10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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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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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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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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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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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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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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20:3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0 

 

[標案案號]E-KF0367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1 共 6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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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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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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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1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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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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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21: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4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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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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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70740001 共 6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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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0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8/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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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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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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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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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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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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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3737093 

[廠商名稱]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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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路 66 號 7 樓之 6  

[廠商電話]02- 27802408  

[決標金額]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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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1－107/11/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3998783 

[廠商名稱]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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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1 共 6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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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310,000 元 

[決標金額]2,250,000 元 

[底價金額]2,300,000 元 

[標比]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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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2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6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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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9 

[決標公告日期]107/10/04 

[契約編號]E-KF0367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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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8 
列印時間：108/01/14 14:3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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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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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9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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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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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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7/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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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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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7 17:00 

[開標時間]10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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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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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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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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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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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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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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3 16:0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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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1/14 14:3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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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9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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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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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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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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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17:00 

[開標時間]10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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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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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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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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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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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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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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36:5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0 

 

[標案案號]E-KF0369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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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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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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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1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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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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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37: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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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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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70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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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0 11:15 

[原公告日期]107/08/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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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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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0570636 

[廠商名稱]彙典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中山路２段 359 巷 6 號 6 樓  

[廠商電話]02- 82282289  分機 821 

[決標金額]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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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9－107/11/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5109371 

[廠商名稱]元中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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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10704270740002 共 60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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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典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43,500 元 

[決標金額]1,450,000 元 

[底價金額]1,45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元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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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4 

[決標公告日期]107/10/12 

[契約編號]E-KF0369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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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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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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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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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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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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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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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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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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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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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3-028 
列印時間：108/01/14 14:3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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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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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Z1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7500 8GB (DDR4-2400) 66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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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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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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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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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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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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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6 17:00 

[開標時間]107/06/0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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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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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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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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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長庚大學校長室林咏嬿小姐 03-211880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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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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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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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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3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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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4:4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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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Z1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7500 8GB (DDR4-2400) 66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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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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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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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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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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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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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1 17:00 

[開標時間]107/06/22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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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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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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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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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長庚大學校長室林咏嬿小姐 03-211880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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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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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41:5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1 

 

[標案案號]E-KF01Z1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7500 8GB (DDR4-2400) 66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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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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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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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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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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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42:2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6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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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Z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7500 8GB (DDR4-2400) 66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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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2 11:30 

[原公告日期]107/06/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6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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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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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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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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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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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21857593  

[決標金額]1,4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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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3723696 

[廠商名稱]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7047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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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7500 8GB (DDR4-2400) 66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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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6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69,000 元 

[決標金額]1,469,000 元 

[底價金額]1,590,000 元 

[標比]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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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69,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欣鼎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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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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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6 

[契約編號]E-KF01Z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9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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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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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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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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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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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6-031(2) 

 

 

 

第 98 頁，共 330 頁



AC-0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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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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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7-032 

 

 

 

第 101 頁，共 330 頁



AC-0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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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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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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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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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3-038 
列印時間：108/01/14 14:5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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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N3 

[標案名稱]厚膜製帶機 如廠牌:宏棋 型號:CH-110D 或以上同級品 詳規範

107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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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0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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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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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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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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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09 17:00 

[開標時間]10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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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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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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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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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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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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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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1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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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4:5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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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N3 

[標案名稱]厚膜製帶機 如廠牌:宏棋 型號:CH-110D 或以上同級品 詳規範

107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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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0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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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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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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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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8 17:00 

[開標時間]10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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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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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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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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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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1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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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52:5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4/12 

 

[標案案號]E-KF00N3 

[標案名稱]厚膜製帶機 如廠牌:宏棋 型號:CH-110D 或以上同級品 詳規範

107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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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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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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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4/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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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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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53: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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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0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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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膜製帶機 如廠牌:宏棋 型號:CH-110D 或以上同級品 詳規範

107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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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4/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5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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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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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5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9203611 

[廠商名稱]宏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26 桃園市楊梅區 高獅路 822 巷 1-1 號  

[廠商電話]03- 288998  分機 205 

[決標金額]1,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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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9－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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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膜製帶機 如廠牌:宏棋 型號:CH-110D 或以上同級品 詳規範

107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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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48,800 元 

[決標金額]1,028,000 元 

[底價金額]1,03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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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28,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4/25 

[決標公告日期]107/05/10 

[契約編號]E-KF00N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3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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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0 
列印時間：108/01/14 14: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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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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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J0 

[標案名稱]總有機碳分析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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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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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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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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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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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7 17:00 

[開標時間]107/05/0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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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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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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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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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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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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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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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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0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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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4: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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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J0 

[標案名稱]總有機碳分析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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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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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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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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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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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6 17:00 

[開標時間]1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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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採購部或北

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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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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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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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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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9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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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58:3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0 

 

[標案案號]E-KF01J0 

[標案名稱]總有機碳分析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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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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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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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5/1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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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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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4:59:1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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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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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機碳分析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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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7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5/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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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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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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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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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6595576 

[廠商名稱]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忠孝東路 1 段 112 號 7 樓  

[廠商電話]02- 23582668  

[決標金額]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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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9－10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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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機碳分析儀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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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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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40,000 元 

[決標金額]1,900,000 元 

[底價金額]1,9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9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5/29 

[決標公告日期]107/06/12 

[契約編號]E-KF01J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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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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01-128 
列印時間：108/01/14 15:0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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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S6 

[標案名稱]有機材料用製程手套箱 廠牌:Mbraun，型號:UNILAB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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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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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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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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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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4 17:00 

[開標時間]10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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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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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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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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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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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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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8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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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5:0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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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S6 

[標案名稱]有機材料用製程手套箱 廠牌:Mbraun，型號:UNILAB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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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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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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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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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4 17:00 

[開標時間]1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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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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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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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分為「資格、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間由

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領取方式：逕洽明志科技大學總務處蕭韻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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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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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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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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6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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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2:4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07 

 

[標案案號]E-KF01S6 

[標案名稱]有機材料用製程手套箱 廠牌:Mbraun，型號:UNILAB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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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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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4104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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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0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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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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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3: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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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1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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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材料用製程手套箱 廠牌:Mbraun，型號:UNILAB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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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5 11:15 

[原公告日期]107/06/0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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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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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2733886 

[廠商名稱]科陶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 1 段 73 號 12 樓之 3  

[廠商電話]02- 23944242  

[決標金額]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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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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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材料用製程手套箱 廠牌:Mbraun，型號:UNILAB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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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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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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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0 元 

[底價金額]1,500,000 元 

[標比]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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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00,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7/07/11 

[契約編號]E-KF01S6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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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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07-134 
列印時間：108/01/18 11:3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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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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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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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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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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2 17:00 

[開標時間]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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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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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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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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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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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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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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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8 11:3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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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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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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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3,0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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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4 17:00 

[開標時間]107/09/0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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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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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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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4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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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8 11:37: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7 

 

[標案案號]E-KF03K2 

[標案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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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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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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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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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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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8 11:38:1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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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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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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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5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8/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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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0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4458169 

[廠商名稱]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 2 段 260 號 7 樓  

[廠商電話]02- 27118838  

[決標金額]2,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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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4－107/12/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4836175 

[廠商名稱]輝煌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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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名稱]電腦繪圖工作站 詳規範：330010701071 共 15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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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5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775,000 元 

[決標金額]2,775,000 元 

[底價金額]2,865,000 元 

[標比]96.86%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775,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輝煌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99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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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4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5 

[契約編號]E-KF03K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86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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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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15-142 
列印時間：108/01/14 15: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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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W0 

[標案名稱]解封裝器 廠牌:NSC-GTTI，型號:PL201 或同等品以上 詳規範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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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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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12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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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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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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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1 17:00 

[開標時間]1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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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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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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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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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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7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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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5:0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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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W0 

[標案名稱]解封裝器 廠牌:NSC-GTTI，型號:PL201 或同等品以上 詳規範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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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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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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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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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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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5 17:00 

[開標時間]1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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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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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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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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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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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9/13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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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9:2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14 

 

[標案案號]E-KF03W0 

[標案名稱]解封裝器 廠牌:NSC-GTTI，型號:PL201 或同等品以上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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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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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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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9/1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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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第 263 頁，共 330 頁



列印時間： 108/1/14 15:9:5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5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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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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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裝器 廠牌:NSC-GTTI，型號:PL201 或同等品以上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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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6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9/1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12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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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12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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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9439829 

[廠商名稱]亞太國際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 台元街 28 號 6 樓之 6  

[廠商電話]03- 525333  

[決標金額]3,0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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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4－107/12/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16075173 

[廠商名稱]矽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解封裝器 廠牌:NSC-GTTI，型號:PL201 或同等品以上 詳規範 

第 265 頁，共 3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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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國際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087,000 元 

[決標金額]3,087,000 元 

[底價金額]3,120,000 元 

[標比]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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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87,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矽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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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3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5 

[契約編號]E-KF03W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1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0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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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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01-129 
列印時間：108/01/14 15:1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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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che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280 

[標案名稱]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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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6,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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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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5/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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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8 17:00 

[開標時間]107/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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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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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限]訂購後 9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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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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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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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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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4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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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4 15:1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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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che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280 

[標案名稱]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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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6,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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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500,000 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5/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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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6 17:00 

[開標時間]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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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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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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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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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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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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30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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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15:4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5/31 

 

[標案案號]E-KF0280 

[標案名稱]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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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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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c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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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5/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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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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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16:1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0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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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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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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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7 11:15 

[原公告日期]107/05/3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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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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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50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70747570 

[廠商名稱]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復興南路 1 段 2 號 7 樓  

[廠商電話]03- 4959293  

[決標金額]5,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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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107/10/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8381304 

[廠商名稱]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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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代碼]53071030 

[廠商名稱]道達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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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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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300,000 元 

[決標金額]5,780,000 元 

[底價金額]5,8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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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5,78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樂盟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道達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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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2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0 

[契約編號]E-KF028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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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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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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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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3 

訂 單 (已 驗 收 ) (已 結 案 )  

訂單編號：F20180509000043 訂單序號：STPI-P-106234-00021 

 

 

 

 

請購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3.10.90.87-0 

訂約機關：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標案案號：STPI-P-106234 契約編號：STPI-P-106234 

立約商：Clarivate Analytics(US)LLC 立約商統編：U0057263 

立約商聯絡人：Olivia Liang 立約商聯絡電話：(02)87292124 

立約商傳真：(02)87292105 

請購人：林永利 

請購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請購人傳真：(02)29041914 

請購人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請購時間：107/05/09 09:46 

下訂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本案適用機關)   3.10.90.87-0 

下訂人：林永利 

下訂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下訂人傳真：(02)29041914 

下訂人 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交貨聯絡人：林品君 交貨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裝機聯絡人：林品君 裝機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下訂時間：107/05/15 10:52 

機關統一編號：35701534 

機關發票抬頭：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發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發票寄送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開立發票方式：二聯式 付款方式：人工支付 一次付清 

送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應完成交貨期限：107/05/29 應完成履約期限：107/05/29 

機關購案編號：3.10.90.87-0 
 

分

類  
資料庫系統 

組

別  

項

次  

品 項 名

稱  

廠 牌 型

號 規 格  

顏

色  

訂 購  

總 金

額  

單

位  

總

數

量  

小 計  

限

制

性

擇 定 廠 商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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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標

法

條  

索

摘

類

資

料

庫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USD 

58,718  
個 1 

USD 

58,718 

採

購

法

第

2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交貨期能配合機關急需。服

務較佳。品質功能較符合需

求。價格較便宜。廠商自願

提供優惠。與使用中之現有

廠牌一致。 

 

金額總計： USD 58,718 

核准採限制性招標日期：107/05/11 

核准人職稱：校長 

核准人姓名：劉祖華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政府採購法第 4 條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文號：臺教技(三)字第 1070049403E 號 
 

 

驗 收 紀 錄  

訂單編號：F20180509000043 訂單序號：STPI-P-106234-00021 

訂購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訂單總金額：58,718 (不包含驗收紀錄增加/扣款金額) 

驗收日期： 107/05/18 

立約商是否開立統一發票：是，立約商已開立統一發票 

立約商開立之發票號碼：CL34915852 

驗收地點：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契約編號 STPI-P-106234 

採購內容摘要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1

個 

廠商名稱 Clarivate Analytics(US)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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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限 107/05/29 

完成履約日期 107/05/17 

驗收經過 廠商配合現場需要如期交貨。 

驗收結果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情

形 
 

增加金額 0 

扣款金額 0 

 

備 註 
 

記錄 林品君 會驗人員  監驗人員  

廠商代表  協驗人員  主驗人員 林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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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4 

訂 單 (已 驗 收 ) (已 結 案 )  

訂單編號：F20180501000018 訂單序號：STPI-P-105213-00077 

 

 

 

 

請購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3.10.90.87-0 

訂約機關：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標案案號：STPI-P-105213 契約編號：STPI-P-105213 

立約商：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LLC 
立約商統編：U0055278 

立約商聯絡人：Olivia Liang 立約商聯絡電話：(02)87292105 

立約商傳真：(02)87292105 

請購人：林永利 

請購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請購人傳真：(02)29041914 

請購人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請購時間：107/05/01 15:10 

下訂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本案適用機關)   3.10.90.87-0 

下訂人：林永利 

下訂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下訂人傳真：(02)29041914 

下訂人 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交貨聯絡人：林品君 交貨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裝機聯絡人：林品君 裝機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下訂時間：107/05/08 10:24 

機關統一編號：35701534 

機關發票抬頭：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發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發票寄送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開立發票方式：三聯式 付款方式：人工支付 一次付清 

送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應完成交貨期限：107/05/24 應完成履約期限：107/05/24 

機關購案編號：KF00N9 
 

分

類  
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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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

次  
品 項 名 稱  

廠 牌

型 號

規 格  

顏

色  

產

地  

訂 購  

總 金

額  

單

位  

總

數

量  

小 計  

限

制

性

招

標

法

條  

擇 定 廠 商 理 由  

參

考

工

具

類

資

料

庫 

1 

InCitesTM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Perpetual 

Licens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USD 

12,071  
個 1 

USD 

12,071 

採

購

法

第

2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服務較佳。品質

功能較符合需

求。價格較便

宜。與使用中之

現有廠牌一致。 

 

金額總計： USD 12,071 

核准採限制性招標日期：107/05/03 

核准人職稱：校長 

核准人姓名：劉祖華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政府採購法第 4 條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文號：臺教技(三)字第 1070049403E 號 
 

 

驗 收 紀 錄  

訂單編號：F20180501000018 訂單序號：STPI-P-105213-00077 

訂購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訂單總金額：12,071 (不包含驗收紀錄增加/扣款金額) 

驗收日期： 107/05/18 

立約商是否開立統一發票：是，立約商已開立統一發票 

立約商開立之發票號碼： 

驗收地點：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契約編號 STPI-P-1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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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內容摘要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1 個 

廠商名稱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LLC 

履約期限 107/05/24 

完成履約日期 107/05/17 

驗收經過 配合廠商交貨 

驗收結果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情形  

增加金額 0 

扣款金額 0 

 

備 註 
 

記錄 林品君 會驗人員  監驗人員  

廠商代表  協驗人員  主驗人員 林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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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 

訂 單 (已 驗 收 ) (已 結 案 )  

訂單編號：F20180509000044 訂單序號：STPI-P-106228-00076 

 

 

 

 

請購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3.10.90.87-0 

訂約機關：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標案案號：STPI-P-106228 契約編號：STPI-P-106228 

立約商：Elsevier B. V. 立約商統編：U0052152 

立約商聯絡人：吳萱雯 立約商聯絡電話：(02)25225916 

立約商傳真：(02)25221885 

請購人：林永利 

請購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請購人傳真：(02)29041914 

請購人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請購時間：107/05/09 09:51 

下訂機關：私立明志科技大學(本案適用機關)   3.10.90.87-0 

下訂人：林永利 

下訂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104 下訂人傳真：(02)29041914 

下訂人 電子郵件信箱：yungli@mail.mcut.edu.tw 

交貨聯絡人：林品君 交貨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裝機聯絡人：林品君 裝機人電話：(02)29089899-分機 4282 

下訂時間：107/05/15 10:49 

機關統一編號：35701534 

機關發票抬頭：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機關發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發票寄送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開立發票方式：二聯式 付款方式：人工支付 一次付清 

送貨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應完成交貨期限：107/06/25 應完成履約期限：107/06/25 

機關購案編號：3.10.90.87-0 
 

分

類  
資料庫系統 

組

別  

項

次  
品 項 名 稱  

廠 牌

型 號

規 格  

顏

色  

訂 購  

總 金 額  

單

位  

總

數

量  

小 計  

限

制

性

擇 定 廠 商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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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標

法

條  

電

子

期

刊

╱

全

文

類

資

料

庫 

1 ScienceDirect Elsevier    
USD 

53,489.51  
個 1 

USD 

53,489.51 

採

購

法

第

2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交貨期能配合機關急

需。服務較佳。品質

功能較符合需求。價

格較便宜。廠商自願

提供優惠。與使用中

之現有廠牌一致。 

 

金額總計： USD 53,489.51 

核准採限制性招標日期：107/05/11 

核准人職稱：校長 

核准人姓名：劉祖華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政府採購法第 4 條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文號：臺教技(三)字第 1070049403E 號 
 

 

驗 收 紀 錄  

訂單編號：F20180509000044 訂單序號：STPI-P-106228-00076 

訂購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訂單總金額：53,489.51 (不包含驗收紀錄增加/扣款金額) 

驗收日期： 107/05/21 

立約商是否開立統一發票：是，立約商已開立統一發票 

立約商開立之發票號碼： 

驗收地點：243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契約編號 STPI-P-106228 

採購內容摘要 Elsevier1 個 

廠商名稱 Elsevier B. V. 

履約期限 10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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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履約日期 107/05/18 

驗收經過 廠商配合交貨。 

驗收結果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情形  

增加金額 0 

扣款金額 0 

 

備 註 
 

記錄 林品君 會驗人員  監驗人員  

廠商代表  協驗人員  主驗人員 林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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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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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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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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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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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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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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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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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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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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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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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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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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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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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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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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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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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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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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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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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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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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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5 
列印時間：108/01/14 15: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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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G3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電源 AC110V 監視器 5PC 攝影機附鏡頭 95PC 防護罩 17PC 

錄放影機 2PC 詳規範 

[標的分類]財物類 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8,3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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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8,3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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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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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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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1 17:00 

[開標時間]1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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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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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維持招標單位目前版

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列印公開於「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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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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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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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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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7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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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 15:21: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26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企業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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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薇霓 

[聯絡電話]02-27178583 分機 

[傳真號碼]02-27178579 

[電子郵件信箱]weinihuang@fpg.com.tw 

[標案案號]E-KF03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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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 電源AC110V 監視器 5PC 攝影機附鏡頭 95PC 防護罩

17PC 錄放影機 2PC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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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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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2 11:15 

[原公告日期]107/07/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380,32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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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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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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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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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7988303 

[廠商名稱]口袋移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 四川路 2 段 16 巷 5 號 6 樓  

[廠商電話]0- 952730036  

[決標金額]4,51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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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1－107/11/0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6880449 

[廠商名稱]達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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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代碼]54835915 

[廠商名稱]京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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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 電源AC110V 監視器 5PC 攝影機附鏡頭 95PC 防護罩

17PC 錄放影機 2PC 詳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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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移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514,605 元 

[決標金額]4,514,605 元 

[底價金額]7,800,000 元 

[標比]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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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514,605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達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68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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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實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19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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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4 

[決標公告日期]107/09/26 

[契約編號]E-KF03G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514,6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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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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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報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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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