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1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ERP應用人才數位課程content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校園版 
[採購金額]新台幣116,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6,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09月30日10時1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09月30日10時3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15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16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09月22日 
[公告日期]2008-09-23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2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v-point EIS系統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銷售財務EIS 
[採購金額]新台幣25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25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09月30日10時4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09月30日10時5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15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25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09月22日 
[公告日期]2008-09-23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3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國貿模擬教學平台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10套個案完整版 
[採購金額]新台幣525,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52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0月14日10時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0月14日10時45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15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525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0月06日 
[公告日期]2008-10-08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6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Investment Advisor軟體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教室網路版 
[採購金額]新台幣32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32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0月14日09時5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0月14日10時0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30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32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0月06日 
[公告日期]2008-10-08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金融模擬系統軟體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資訊源 
[採購金額]新台幣18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0月14日09時5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0月14日10時3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30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8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0月06日 
[公告日期]2008-10-08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19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工程估價軟體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單機版 
[採購金額]新台幣21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21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0月20日09時5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0月20日10時0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1/30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21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3.9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投標請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0月08日 
[公告日期]2008-10-13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0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校園安全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0月24日10時20分 
[開標日期] 97年10月24日10時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2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1/15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0月1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20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九點至十ㄧ點三十分,下午二點至四點三十分,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
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0-17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2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1月14日09時50分 
[開標日期] 97年11月14日10時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24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作業中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2/2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1月0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838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4:00，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如為支票,請另附影本)  
[其他]：(1)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1-07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3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3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樂器設備 
[標的分類] 樂器、唱機及家庭式收音機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2931-3416#2167 
[傳真] 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1月25日10時50分 
[開標日期] 97年11月25日11時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137,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37,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作業中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2/2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1月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37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九點至十ㄧ點三十分,下午二點至四點三十分,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
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如為支票,請另附影本.填妥公司資料之回郵信封一份)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1-20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4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儀器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1月18日09時50分 
[開標日期] 97年11月18日10時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462,95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62,95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作業中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2/2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1月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42315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4:00，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如為支票,請另附影本)  
[其他]：(1)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1-11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5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ICE-H 軟體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軟體 
[採購金額]新台幣18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1月11日10時5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1月11日11時0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2/15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10.1.1.3.80.76.28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10.1.1.3.80.7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80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00元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於早上9:00-11:30 下午2:00-4:00親自來校事務組
領取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1月05日 
[公告日期]2008-11-06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事務設備乙批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1月11日09時50分 
[開標日期] 97年11月11日10時00分 
[履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538,84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38,84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作業中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2/15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1月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4528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4:00，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如為支票,請另附影本)  
[其他]：(1)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1-06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8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安全管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資訊安全管理 
[採購金額]新台幣1,272,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99條]否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5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2931-3416#2167 
[傳真] 2931-3992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72,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第一次招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7年12月09日09時5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年12月09日10時00分 



[開標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7/12/20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10.1.1.3.80.76.28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10.1.1.3.80.7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2720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納稅證明、營利事業登記證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親自到校領取（台
北市興隆路3段56號事務組）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其他]：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新增日期] 97年11月25日 
[公告日期]2008-11-27 



中華民國98年01月2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CUTE97A29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CUTE97A29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優先採購分類項目：未定
義優先採購分類項目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聯絡人(或單位)] 事務組王小姐 
[電話] 02-2931-3416#2167 
[傳真] 02-2931-3992 
[截止收件期限] 97年12月09日14時50分 
[開標日期] 97年12月09日15時00分 
[履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129,4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9,4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作業中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履約期限] 97/12/24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校區格致大樓8樓事務組 
[新增日期] 97年12月0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金額]129400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代號]10.1.1.3.80.76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臺北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8、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北市市府路一號三樓南區西
側、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052、傳真：(02)2723-9354）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備妥營利事業登記證、納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1.電子領標  
2.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4:00，來校領取(北市興隆路3段56號事務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金150元  
[開標地點]：本校格致大樓8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報價5%(如為支票,請另附影本)  
[其他]：(1)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公告日期]2008-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