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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A001 數位外語教學系統 通識教育中心 1-6

A002 個人電腦 通識教育中心 7-12

A003 數位影像傳遞系統 電算中心 13-14

A004 精密數控車床 機械系 15-24

A005 Bioloid GP  機器人教育套件組 電機系 25

A006 Atomic force microscope原子力顯微鏡系統system 電子系 26-34

A007 熱壓成型機 化工系 35

A008 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材料系 36-44

A009 空氣懸浮微粒採樣裝置 環安衛系 45

A011 AIO個人電腦 經管系 46

A012 電腦繪圖工作站 工設系 47

A013 個人電腦 視傳系 48

A014 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機械系 49-57

A015 機器人套件組豪華升級版 電機系 58

A016 信號產生器 電子系 59-60

A018 手套箱 材料系 61

A019 地理統計模組 環安衛系 62

A020 電腦還原廣播系統 工管系 63

A021 商城金流管理系統 經管系 64

A022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分析軟體 工設系 65

A023 網路交換式集線器 視傳系 66

A024 汽車電腦診斷儀 機械系 67

A025 樂高機器人控制教育模組 電機系 68

A026 頻譜分析儀 電子系 69

【目錄】

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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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A027 化工程序動態模擬系統 化工系 70

A029 GaBi 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環安衛系 71

A030 個人電腦 工管系 72

A031 SPSS 統計分析軟體 經管系 73

A032 E化講桌 工設系 74

A033 RP快速成型機 工設系 75

A034 單眼數位相機 視傳系 76

A035 光彈實驗教學設備 機械系 77

A036 數位信號處理器實驗組 電機系 78

A037 射頻信號產生器 電子系 79

A038 光散射偵測器 化工系 80

A039 金相顯微鏡 材料系 81

A040 組織均質機 環安衛系 82

A042 雲端管理系統 工設系 83

A044 薄透鏡成像實驗模組 機械系 84

A046 個人電腦 電子系 85

A047 固定床高溫反應器 化工系 86

A049 SPSS統計軟體功能模組 環安衛系 87

A050 Arena系統模擬軟體學術正式版 工管系 88

A052 平板電腦 經管系 89

A053 電腦輔助設計軟體 工設系 90

A056 個人電腦 電機系 91

A057 電路板精密雕刻機 電子系 92

A058 三相細胞破碎裝置 化工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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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1 機房UPS 經管系 94

A064 雷射位移計 機械系 95

A065 光電時脈訊號轉換重整儀 電機系 96

A066 NI LabVIEW 軟硬體設計教學平台(ELVIS II) 電子系 97

A067 電池充放電機 化工系 98

A068 四吋磁控濺鍍槍 材料系 99

A069 室內空氣品質偵測系統 環安衛系 100

A071 圖控化三維可視遊戲開發平台軟體 視傳系 101

A073 射頻信號功率量測儀 電機系 102

A074 層析儀自動注樣器 化工系 103

A079 高精度時間同步伺服器 電機系 104

A080 衝擊試驗機(含試片切角機) 化工系 105

A081 真空熱處理爐 材料系 106

A083 肌電訊號擷取系統 工管系 107

A084 車床 工設系 108

A085 時間間隔頻率計數器 電機系 109

A086 微量盤呈色分析儀 化工系 110

A089 可撓曲壓力墊系統 工管系 111

A090 電力分析儀專用輸入模組 電機系 112

A091 氣相層析儀 化工系 113

A092 單相UPS不斷電設備 環安衛系 114

A093 電子防潮箱 機械系 115

A094 廢氣洗滌機 電機系 116

A095 冷凍乾燥機 化工系 117

教學儀器設備



類別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頁碼

【目錄】

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公開招標紀錄」資料

A096 多功能電源電錶 材料系 118

A098 個人電腦 電機系 119

A099 液體幫浦 化工系 120

A100 真空膜厚控制及壓力量測模組 材料系 121

A101 高速可程式動力量測控制器 電機系 122

A102 高壓反應器 化工系 123

A103 數位儲存示波器 電機系 124

A104 DARwIn-OP 競賽型機器人 電機系 125

A105 磁場產生器用電源供應器 化工系 126

B003 視聽資料(DVD) 圖書館 127-153

B009 數位教材(資訊類) 電算中心 154

B010 EICP東方線上消費者行為資料庫 經管系 155

C001 單眼相機 攝影社 156

C002 單眼相機 攝影社 157

C004 鏡頭 攝影社 158

C018 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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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1 COD監測儀 環安室 160

D002 水中溶氧監測器 環安室 161

D003 綜合水質分析儀 環安室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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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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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EF01T0 

列印時間：103/01/22 13: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位外語教學系統 詳規範:4100971028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1T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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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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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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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8 17:00 

[開標時間]1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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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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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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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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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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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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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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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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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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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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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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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42:1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2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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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1T0  

[標案名稱]數位外語教學系統 詳規範:4100971028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19 11:15 

[原公告日期]102/06/04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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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2 

[決標公告日期]102/07/22 

[契約編號]E-EF01T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940,000 元 

[總決標金額]2,9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80620489 

[得標廠商名稱]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 新北市永和區 永和路一段 9 號 4F-2  

[得標廠商電話]02- 89210222  

[決標金額]2,9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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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7/18－102/09/0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位外語教學系統 詳規範:41009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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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930,000 

[底價金額]2,940,000 

[原產地國別 1]芬蘭(Finland)(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93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28592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程景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646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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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懋昇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278,1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7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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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EF01S6 

列印時間：103/01/22 13: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標案案號]E-EF01S6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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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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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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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8 17:00 

[開標時間]1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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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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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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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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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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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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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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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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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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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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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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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43: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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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1S6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2/06/04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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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2 

[決標公告日期]102/07/19 

[契約編號]E-EF01S6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4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949,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基河路 198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8882748  

[決標金額]94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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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7/17－102/08/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人電腦 詳規範:4100A7 共 56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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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56 

[決標金額]949,000 

[底價金額]1,4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49,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44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974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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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力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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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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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EF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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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4—EF03T0 

列印時間：103/01/22 14: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12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精密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1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3T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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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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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頁，共 162 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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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27 17:00 

[開標時間]102/08/2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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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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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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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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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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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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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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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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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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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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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7777 免費  、傳真：02-29188888 02-29188888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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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48 免費  、傳真：02-87897554 02-8789755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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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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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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9/06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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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3T0  

[標案名稱]  

精密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9/06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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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3/01/22 14: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9/06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精密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1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3T0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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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9/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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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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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9/12 17:00 

[開標時間]10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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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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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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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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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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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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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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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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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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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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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7777 免費  、傳真：02-29188888 02-29188888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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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頁，共 162 頁



列印時間： 103/1/22 14:4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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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3T0  

[標案名稱]精密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1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9/13 11:00 

[原公告日期]102/09/06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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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9/23 

[決標公告日期]102/10/09 

[契約編號]E-EF03T0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1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28632371 

[得標廠商名稱]凱巨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12 臺中市大里區 夏田里國中路十股巷 166 弄 9 之 2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4077427  

[決標金額]1,1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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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10/07－102/11/2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精密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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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巨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160,000 

[底價金額]1,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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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6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2111016 

[未得標廠商名稱]祖林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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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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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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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EF0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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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6—EF02S3 

列印時間：103/01/22 14: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  

[標案案號]E-EF02S3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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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1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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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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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7 17:00 

[開標時間]102/06/2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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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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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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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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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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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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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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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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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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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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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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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時間： 103/1/22 1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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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2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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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2S3  

[標案名稱]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02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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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3/01/22 1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2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  

[標案案號]E-EF02S3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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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7/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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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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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9 17:00 

[開標時間]1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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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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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60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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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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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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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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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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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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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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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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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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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44: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23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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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2S3  

[標案名稱]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10 11:00 

[原公告日期]102/07/02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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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31 

[決標公告日期]102/08/23 

[契約編號]E-EF02S3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6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6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83448553 

[得標廠商名稱]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 2 段 157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552266  

[決標金額]1,6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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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8/20－102/10/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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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690,000 

[底價金額]1,690,0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6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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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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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7—EF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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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8—EF02B2 

列印時間：103/01/22 14: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30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詳規範 1020417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2B2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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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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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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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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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4 17:00 

[開標時間]102/06/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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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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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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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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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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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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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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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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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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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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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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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36:1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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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2B2  

[標案名稱]  

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詳規範 1020417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19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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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3/01/22 14: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詳規範 1020417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2B2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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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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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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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7 17:00 

[開標時間]1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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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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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12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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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第 41 頁，共 162 頁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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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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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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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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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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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02-25621156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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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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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45:5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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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2B2  

[標案名稱]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詳規範 1020417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28 11:15 

[原公告日期]102/06/19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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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5 

[決標公告日期]102/08/09 

[契約編號]E-EB02B2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0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999,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36551061 

[得標廠商名稱]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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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 27881778  

[決標金額]1,99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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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8/07－102/12/1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石墨烯雷射顯微分光光譜儀系統 詳規範 1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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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999,000 

[底價金額]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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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99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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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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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9—EF01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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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EF02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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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EF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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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EF01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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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4—EF03T1 

列印時間：103/01/22 1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19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2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3T1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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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8/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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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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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9/02 17:00 

[開標時間]102/09/03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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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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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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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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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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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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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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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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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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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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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7777 免費  、傳真：02-29188888 02-29188888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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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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9/06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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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3T1  

[標案名稱]  

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2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9/06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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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3/01/22 1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9/06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2 共 1ST 

[標案案號]E-EF03T1 

[機關代碼]3.10.90.87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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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電子郵件信箱]amanda1@fpg.com.tw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00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9/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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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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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http://www.e-fpg.com.tw/j2pt/#下載標單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9/12 17:00 

[開標時間]10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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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部開標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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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訂購後 45 日曆天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埶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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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本案分為「規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開標，「價格標」開標時

間由學校審標完成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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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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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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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案件公報】專區下載標單 

 

投標文件 

郵寄送達:北市郵政 118-200 號信箱 

專人送達:北市敦化北路 201 號前棟 8 樓 採購部鄭盈盈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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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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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97514 02-87897514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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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免費   、傳真：02-23583005 02-23583005 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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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7777 免費  、傳真：02-29188888 02-29188888 免費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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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 14:47:2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9 

[機關代碼]3.10.90.87 

[機關名稱]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採購部 

[機關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台北縣泰山鄉工專路 84 號 

[聯絡人]鄭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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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號碼]02-27178497 02-27178497 免費   

[標案案號]E-EF03T1  

[標案名稱]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2 共 1ST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9/13 11:15 

[原公告日期]102/09/06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泰山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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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9/23 

[決標公告日期]102/10/09 

[契約編號]E-EF03T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4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4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2111016 

[得標廠商名稱]祖林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 復興路３段４９巷１６號１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9964918  

[決標金額]1,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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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10/07－102/11/2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主軸移動式數控車床 詳規範:102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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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林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420,000 

[底價金額]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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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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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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