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列印時間：101/01/31 17:0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5/30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地震模擬機 
[標案案號]CUTE100A03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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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5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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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公告日]1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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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02 09:30 
[開標時間]100/06/02 10:00 
[開標地點]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F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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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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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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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3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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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5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6/02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土木測量儀器 
[標案案號]CUTE100A05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45,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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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公告日]100/06/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08 10:30 
[開標時間]100/06/08 11: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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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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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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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4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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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7:0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100/07/20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大地工程分析軟體 
[標案案號]CUTE100A18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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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0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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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第2款 
[公告日]100/07/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7/26 10:30 
[開標時間]100/07/26 11: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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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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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期限]100/08/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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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200,000元 

Page 2 of 2文字列印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createTender.do?method=printTenderText&primar...



列印時間：101/01/31 17:0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100/07/18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行銷系統 
[標案案號]CUTE100A17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0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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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第2款 
[公告日]10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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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7/25 09:30 
[開標時間]100/07/25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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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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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期限]100/08/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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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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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7:03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100/06/09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CRM軟體 
[標案案號]CUTE100A12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2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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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第2款 
[公告日]10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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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14 14:30 
[開標時間]100/06/14 15: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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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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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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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720,000元 

Page 2 of 2文字列印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createTender.do?method=printTenderText&primar...



列印時間：101/01/31 17:04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100/06/08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ACL軟體 
[標案案號]CUTE100A08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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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5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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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第2款 
[公告日]100/06/0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14 09:30 
[開標時間]100/06/14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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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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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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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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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7:04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100/06/0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TEJ公司治理模組 
[標案案號]CUTE100A04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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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0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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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第2款 
[公告日]100/06/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08 09:30 
[開標時間]100/06/08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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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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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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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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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8: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12/06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26  
[標案名稱]太陽能電燈桿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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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其他電力設備及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11/04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竹縣－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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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4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0/12/06 
[契約編號]CUTE100A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40,000元 
[總決標金額]28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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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4433 
[得標廠商名稱]東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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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37桃園縣大園鄉橫峰村11鄰橫山25-24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3-4533396 
[決標金額]28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11/07－100/12/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太陽能電燈桿  
[得標廠商:1]東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84,000 
[底價金額]3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4207488 
[未得標廠商名稱]鴻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9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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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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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8: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11/17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22  
[標案名稱]樂器乙批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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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樂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23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新竹縣－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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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50,125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23 
[決標公告日期]100/11/17 
[契約編號]CUTE100A22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0,000元 
[總決標金額]2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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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7292 
[得標廠商名稱]功學社樂器股份有限公司台北復興分公司 

Page 1 of 2決標管理_文字列印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or...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臺北市大安區和安里復興南路１段３２２號１－２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2838255 
[決標金額]24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8/24－100/09/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樂器乙批  
[得標廠商:1]功學社樂器股份有限公司台北復興分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45,000 
[底價金額]25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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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22: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9/29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21  
[標案名稱]動作擷取與數位視音效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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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23 11: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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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6,862,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23 
[決標公告日期]100/09/29 
[契約編號]CUTE100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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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0元 
[總決標金額]6,6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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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7429 
[得標廠商名稱]鏵傑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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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4新北市林口區湖南里中山路532號3樓之1 
[得標廠商電話]02-25539376 
[決標金額]6,6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8/24－100/09/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動作擷取與數位視音效設備  
[得標廠商:1]鏵傑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6,680,000 
[底價金額]6,68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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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20: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30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20  
[標案名稱]雷射雕刻機一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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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02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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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02 
[決標公告日期]100/08/30 
[契約編號]CUTE100A20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70,000元 
[總決標金額]4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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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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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福恩里工業區一路98巷7弄66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金額]47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8/03－100/08/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雷射雕刻機一台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70,000 
[底價金額]47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952423 
[未得標廠商名稱]丞均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8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8517920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三軸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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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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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20: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31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9  
[標案名稱]事務設備乙批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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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10 10: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新竹縣－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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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678,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10 
[決標公告日期]100/08/31 
[契約編號]CUTE100A19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30,000元 
[總決標金額]6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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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2171 
[得標廠商名稱]子龍貿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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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新北市永和區保福路二段九四巷十三號一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9378037 
[決標金額]6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8/11－100/09/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事務設備乙批  
[得標廠商:1]子龍貿易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620,000 
[底價金額]63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1754172 
[未得標廠商名稱]功本實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42,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2864795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聲視聽音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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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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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7:4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0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8  
[標案名稱]大地工程分析軟體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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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開標時間]100/07/26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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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7/26 
[決標公告日期]100/08/10 
[契約編號]CUTE100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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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元 
[總決標金額]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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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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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89949816 
[得標廠商名稱]堅尼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268號9樓之1 
[得標廠商電話]02-27721031 
[決標金額]1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荷蘭(Nederland)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7/27－100/08/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大地工程分析軟體  
[得標廠商:1]堅尼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80,000 
[底價金額]18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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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21:2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2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7  
[標案名稱]行銷系統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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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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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開標時間]100/07/25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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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4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0/08/12 
[契約編號]CUTE100A1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70,000元 
[總決標金額]3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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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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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86305797 
[得標廠商名稱]展欣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1段41號9樓之8 
[得標廠商電話]02-23893053 
[決標金額]3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7/26－100/08/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行銷系統  
[得標廠商:1]展欣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60,000 
[底價金額]37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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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21: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6  
[標案名稱]產銷履歷與應用體驗軟硬體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02 10: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竹縣－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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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5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02 
[決標公告日期]100/08/15 
[契約編號]CUTE100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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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9694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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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名稱]湧旭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新北市中和區建八路185號6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2281072 
[決標金額]1,4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8/03－100/08/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產銷履歷與應用體驗軟硬體設備  
[得標廠商:1]湧旭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20,000 
[底價金額]1,42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02477 
[未得標廠商名稱]巧生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6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7858723 
[未得標廠商名稱]瑞爾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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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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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2: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2  
[標案名稱]CRM軟體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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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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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開標時間]100/06/14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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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7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14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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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00元 
[總決標金額]6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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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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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28682266 
[得標廠商名稱]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興路1段222號1-1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9111688 
[決標金額]66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15－100/07/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CRM軟體  
[得標廠商:1]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665,000 
[底價金額]67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Page 2 of 2決標管理_文字列印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or...



列印時間： 101/1/31 17:17: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10  
[標案名稱]iCare智慧旅遊照護套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22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竹縣－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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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12,138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2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5 
[契約編號]CUTE100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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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00元 
[總決標金額]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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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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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名稱]瑞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2新竹縣竹北市十興里嘉仁街136巷10號 
[得標廠商電話]03-5586888 
[決標金額]4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23－100/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iCare智慧旅遊照護套件  
[得標廠商:1]瑞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60,000 
[底價金額]4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9160259 
[未得標廠商名稱]看見整合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0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70739641 
[未得標廠商名稱]啟陽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512,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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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7: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08  
[標案名稱]ACL軟體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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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開標時間]100/06/14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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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5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14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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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00元 
[總決標金額]5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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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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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80615417 
[得標廠商名稱]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00嘉義市東區興仁里軍輝路78號2樓 
[得標廠商電話]05-2399046 
[決標金額]54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加拿大(CANAD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15－100/07/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ACL軟體  
[得標廠商:1]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540,000 
[底價金額]54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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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9:1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07  
[標案名稱]室設測量儀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82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
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20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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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0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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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00元 
[總決標金額]2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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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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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80524015 
[得標廠商名稱]暉曜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里大墩十一街338號6樓之2 
[得標廠商電話]04-22589919 
[決標金額]2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21－100/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室設測量儀器  
[得標廠商:1]暉曜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35,000 
[底價金額]235,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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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8:2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05  
[標案名稱]土木測量儀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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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
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08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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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445,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08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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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元 
[總決標金額]3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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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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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29172733 
[得標廠商名稱]遠東國際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汀洲路2段92號 
[得標廠商電話]02-22583521 
[決標金額]35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09－100/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土木測量儀器  
[得標廠商:1]遠東國際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58,000 
[底價金額]3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378019 
[未得標廠商名稱]鑫泰豐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95,1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2456846 
[未得標廠商名稱]仲陽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29,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0999348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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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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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6:31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04  
[標案名稱]TEJ公司治理模組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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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開標時間]100/06/08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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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08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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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元 
[總決標金額]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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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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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23740225 
[得標廠商名稱]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東興路57號1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7681088 
[決標金額]49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09－100/07/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TEJ公司治理模組  
[得標廠商:1]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90,000 
[底價金額]49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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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 101/1/31 17:15:4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0/07/1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標案案號]CUTE100A03  
[標案名稱]地震模擬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02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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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02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CUTE100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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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元 
[總決標金額]3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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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5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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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名稱]鈦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30桃園縣桃園市鹽庫西街46巷14號 
[得標廠商電話]03-4917383 
[決標金額]33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03－100/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地震模擬機  
[得標廠商:1]鈦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30,000 
[底價金額]33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41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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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8/18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動作擷取與數位視音效設備 
[標案案號]CUTE100A21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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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6,862,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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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23 10:30 
[開標時間]100/08/23 11: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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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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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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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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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6,86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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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2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0/07/27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產銷履歷與應用體驗軟硬體設備 
[標案案號]CUTE100A16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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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公告日]1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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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02 09:30 
[開標時間]100/08/02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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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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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期限]10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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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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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1,5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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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3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11/0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太陽能電燈桿 
[標案案號]CUTE100A26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69其他電力設備及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4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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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0/11/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11/04 09:30 
[開標時間]100/11/04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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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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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12/0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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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廠商需具有電器承裝業或能源技術服務業且為加入太陽能相關產業同業公會會員，如電器承裝業公
會、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等公會，曾經有國內太陽光電系統相關承做實績者，
並附上型錄及檢附結算驗收証明書。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5.優先採購符合政府綠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3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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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3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8/18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樂器乙批 
[標案案號]CUTE100A22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3樂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0,125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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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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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23 14:30 
[開標時間]100/08/23 15: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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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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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9/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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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250,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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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3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7/28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雷射雕刻機一台 
[標案案號]CUTE100A20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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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0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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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公告日]10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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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02 10:30 
[開標時間]100/08/02 11: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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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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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期限]100/08/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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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2 
.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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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3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8/04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事務設備乙批 
[標案案號]CUTE100A19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678,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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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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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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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10 10:00 
[開標時間]100/08/10 10:30 
[開標地點]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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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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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9/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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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67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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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4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6/17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iCare智慧旅遊照護套件 
[標案案號]CUTE100A10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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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12,138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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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公告日]10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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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2 09:30 
[開標時間]100/06/22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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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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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期限]100/07/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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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512,1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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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時間：101/01/31 16:4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0/06/15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室設測量儀器 
[標案案號]CUTE100A07 
[機關代碼]3.10.90.41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聯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聯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0,000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報價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於教育部補助款撥付後再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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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公告日]1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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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15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0 09:30 
[開標時間]100/06/20 10:00 
[開標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56號8樓總務處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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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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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0/07/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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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附加說明]1.其餘詳投標須知。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 
3.投標廠商報價不得逾預算金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金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年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列為不合格標，不予減價機
會。 
4.現場領標為上午9:00~11:30、上午2:00~4:00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棟、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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