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105/07/22 09:3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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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2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1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01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01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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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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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5 09:30
[開標時間]1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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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1/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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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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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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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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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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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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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2 09:3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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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5 10:11:3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8

[標案案號]CUTE105A02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乙批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2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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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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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5 10:2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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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2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1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01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01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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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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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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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5 09:30
[開標時間]10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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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0,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1/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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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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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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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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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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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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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5 10:2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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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15 10:38: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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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15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1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15,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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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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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6589032
[廠商名稱]朱江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4段189號8樓之3 
[廠商電話]02- 27099615 
[決標金額]986,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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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6－105/11/2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中文圖書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朱江圖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99,800元
[決標金額]986,160元
[底價金額]99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6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86,16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6
[契約編號]CUTE105A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86,16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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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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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14 16:5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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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3
[標案名稱]影視系電腦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311,215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311,21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311,21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1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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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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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8 14:00
[開標時間]10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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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65,56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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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8/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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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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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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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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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本校影視系了解本案需求，未確認合可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履勘證
明單。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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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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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4 16:5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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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6/28 15:16: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9

[標案案號]CUTE105A03
[標案名稱]影視系電腦教室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1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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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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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28 15: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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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3
[標案名稱]影視系電腦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311,215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311,21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311,21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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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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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6 09:00
[開標時間]1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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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65,56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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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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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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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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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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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本校影視系了解本案需求，未確認合可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履勘證
明單。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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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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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8 15:2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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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6 11:20: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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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影視系電腦教室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06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6/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311,215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311,215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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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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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458169
[廠商名稱]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260號7樓
[廠商電話]02- 27118838 
[決標金額]3,046,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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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7－105/08/2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377727
[廠商名稱]新記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影視系電腦教室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046,290元
[決標金額]3,046,290元
[底價金額]3,100,000元
[標比]98.27%
[原產地國別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046,29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新記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098,963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06
[決標公告日期]105/07/07
[契約編號]CUTE105A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1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046,2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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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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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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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23 11:2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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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6,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6,48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8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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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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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5 09:00
[開標時間]10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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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824,3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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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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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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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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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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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確認環境及相容性測試，未確認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
現場履勘證明單。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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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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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3 11:2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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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5 10:25: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6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2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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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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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05 10:3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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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6,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6,48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8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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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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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2 09:00
[開標時間]1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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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824,3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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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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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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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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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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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確認環境及相容性測試，未確認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
現場履勘證明單。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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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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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5 10:3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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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12 11:12:2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3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0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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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1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13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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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2 11:2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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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6,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6,48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8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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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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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9 09:00
[開標時間]105/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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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824,3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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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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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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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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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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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確認環境及相容性測試，未確認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
現場履勘證明單。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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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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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2 11:2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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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19 16:3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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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19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7/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6,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6,486,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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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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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786959
[廠商名稱]可樂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南京東路2段36號10樓
[廠商電話]02- 25111259 
[決標金額]14,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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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0－105/09/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電腦相關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可樂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000,000元
[決標金額]14,800,000元
[底價金額]14,8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1,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4,529,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9
[決標公告日期]105/07/20
[契約編號]CUTE105A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8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80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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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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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7 15:30:4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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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5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VoiceTube線上學習系統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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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07 15:00
[採購金額]3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5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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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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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4326784
[廠商名稱]紅點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5段508號11樓之1 
[廠商電話]02- 27639292 
[決標金額]3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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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8－105/08/1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VoiceTube線上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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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紅點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50,000元
[決標金額]330,000元
[底價金額]340,000元
[標比]97.0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3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07
[決標公告日期]105/07/07
[契約編號]CUTE105A05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34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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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7 11:42: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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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6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多媒體教材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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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07 10:00
[採購金額]6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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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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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70831598
[廠商名稱]畹禾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36臺中市清水區 南社里忠孝二街65號
[廠商電話]04- 24518175 
[決標金額]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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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8－105/08/1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多媒體教材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畹禾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00,000元
[決標金額]580,000元
[底價金額]58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8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07
[決標公告日期]105/07/07
[契約編號]CUTE105A0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8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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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01 16:3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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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7
[標案名稱]製圖桌椅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18,94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18,94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18,94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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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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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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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8 09:30
[開標時間]10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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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5,947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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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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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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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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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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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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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1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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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1 12:3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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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7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製圖桌椅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7/0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18,94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18,94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1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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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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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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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9994005
[廠商名稱]富如行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安平路１３４巷１弄７號１樓（現場僅供辦公室使用）
[廠商電話]02- 28347925 
[決標金額]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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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2－105/08/2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6770784
[廠商名稱]普思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31125624
[廠商名稱]眼福書局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製圖桌椅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富如行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04,100元
[決標金額]490,000元
[底價金額]49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9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普思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11,94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眼福書局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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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5/07/11
[契約編號]CUTE105A07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4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9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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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01 11:2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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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8
[標案名稱]跑步機2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384 -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8,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48,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48,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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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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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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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6 10:30
[開標時間]1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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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4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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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19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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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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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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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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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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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1 11:2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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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6 11:42:4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6

[標案案號]CUTE105A08
[標案名稱]跑步機2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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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384 運動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6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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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6 12:1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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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8
[標案名稱]跑步機2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384 -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8,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48,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48,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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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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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1 10:30
[開標時間]10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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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4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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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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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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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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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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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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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6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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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3 9:46: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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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08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跑步機2台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4運動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11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7/0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8,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8,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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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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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頁 1 /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6/7/13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
本之理由：本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
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34454640
[廠商名稱]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26桃園市楊梅區 三湖里楊湖路三段442巷237號
[廠商電話]02- 25074777 
[決標金額]10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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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3－105/08/2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跑步機2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5,600元
[決標金額]105,600元
[底價金額]138,000元
[標比]76.5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5,6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3
[決標公告日期]105/07/13
[契約編號]CUTE105A0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3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5,6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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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06 16:2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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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0
[標案名稱]薩克斯風2把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2,6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92,6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92,6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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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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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2 14:30
[開標時間]1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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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9,63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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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19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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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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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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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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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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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6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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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2 15:44: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2

[標案案號]CUTE105A10
[標案名稱]薩克斯風2把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0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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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383 樂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12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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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2 15:5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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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0
[標案名稱]薩克斯風2把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2,6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92,6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92,6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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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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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8 14:30
[開標時間]1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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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9,63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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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8/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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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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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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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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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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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2 15:5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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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18 16:47:2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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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0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薩克斯風2把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樂器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18 15:00
[原公告日期]105/07/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2,6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92,6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9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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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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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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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
本之理由：本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
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9510575
[廠商名稱]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7新北市蘆洲區 永德里長安街172巷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8476357 
[決標金額]14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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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9－105/08/2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3228321
[廠商名稱]益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70720853
[廠商名稱]聖喬治國際學社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薩克斯風2把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3,800元
[決標金額]148,800元
[底價金額]15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48,8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益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2,6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聖喬治國際學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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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8
[決標公告日期]105/07/18
[契約編號]CUTE105A10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8,8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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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14 16:4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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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81,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381,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81,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頁 1 / 3文字列印

2016/7/14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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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6 14:00
[開標時間]10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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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69,0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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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9/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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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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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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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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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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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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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4 16:4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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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26 16:16:3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7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1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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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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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6 16: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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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81,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381,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81,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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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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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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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 10:30
[開標時間]10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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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69,0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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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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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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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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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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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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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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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6 16:3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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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3 11:46:3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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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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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 12:0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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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81,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381,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81,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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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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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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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9 10:30
[開標時間]105/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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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69,0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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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0/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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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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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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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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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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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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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3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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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9 16:7:1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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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09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8/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81,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381,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3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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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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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6721392
[廠商名稱]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160號11樓之3 
[廠商電話]02- 27912917 
[決標金額]1,3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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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9－105/10/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專業教室設備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345,000元
[決標金額]1,320,000元
[底價金額]1,32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65,97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01,380元
[原產地國別3]義大利(Ital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47,750元
[原產地國別4]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4,9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09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0
[契約編號]CUTE105A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2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2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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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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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15 16:3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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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3
[標案名稱]室內大鼓和鐵琴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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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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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0 09:30
[開標時間]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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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5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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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8/19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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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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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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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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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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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5 16: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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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7/20 10:39:5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0

[標案案號]CUTE105A13
[標案名稱]室內大鼓和鐵琴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1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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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383 樂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0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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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0 11:0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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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3
[標案名稱]室內大鼓和鐵琴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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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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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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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5 09:00
[開標時間]10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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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5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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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9/9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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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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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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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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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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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0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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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5 11:20: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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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3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室內大鼓和鐵琴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樂器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7/25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7/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5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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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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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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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
本之理由：本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
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9510575
[廠商名稱]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7新北市蘆洲區 永德里長安街172巷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8476357 
[決標金額]13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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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6－105/09/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室內大鼓和鐵琴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33,800元
[決標金額]133,800元
[底價金額]13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99.11%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3,800元
[原產地國別2]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8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5/07/25
[契約編號]CUTE105A1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3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3,8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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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14 15:4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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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08,96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08,96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8,96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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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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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6 09:00
[開標時間]10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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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5,448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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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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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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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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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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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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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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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4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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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5 09:12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日：1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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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08,96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08,96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8,96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日]105/07/18
[原公告日]105/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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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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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異動招標文件]是
[截止投標]105/07/26 09:00
[開標時間]10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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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5,448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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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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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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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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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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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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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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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4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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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6 10:29: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7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1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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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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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26 10:4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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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08,96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08,96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8,96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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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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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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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 14:30
[開標時間]10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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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5,448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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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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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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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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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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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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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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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6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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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 16:40: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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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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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 16:5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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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08,96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08,96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8,96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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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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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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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9 09:30
[開標時間]105/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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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5,448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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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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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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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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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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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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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3 16:5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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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9 11:50: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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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09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508,96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508,96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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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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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458169
[廠商名稱]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260號7樓
[廠商電話]02- 27118838 
[決標金額]3,04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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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9－105/09/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4610319
[廠商名稱]綜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視傳系電腦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048,888元
[決標金額]3,048,888元
[底價金額]3,120,000元
[標比]97.72%
[原產地國別1]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1,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957,888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綜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088,6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09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0
[契約編號]CUTE105A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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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048,888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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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22 11:5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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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6
[標案名稱]多功能互動學習空間設備採購案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253,3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5,253,3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253,3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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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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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5 14:00
[開標時間]1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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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62,669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9/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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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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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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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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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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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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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2 11:5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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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5 15:28:4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8

[標案案號]CUTE105A16
[標案名稱]多功能互動學習空間設備採購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2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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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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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5 16:1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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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6
[標案名稱]多功能互動學習空間設備採購案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253,3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5,253,3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253,3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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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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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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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5 10:00
[開標時間]10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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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62,669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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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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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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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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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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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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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5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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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17 16:48:5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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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6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多功能互動學習空間設備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15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8/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253,3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253,38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25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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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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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2874666
[廠商名稱]酷比樂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 何安里西屯路二段華園巷21之2號
[廠商電話]04- 22569892 
[決標金額]4,9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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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6－105/09/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多功能互動學習空間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酷比樂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202,180元
[決標金額]4,930,000元
[底價金額]4,95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6%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76,9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753,1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8
[契約編號]CUTE105A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9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93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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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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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12 11:2: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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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7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軟體壓力測試模組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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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12 10:00
[採購金額]4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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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頁 1 /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6/8/12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05076416
[廠商名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財團法人(不含學校)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２段１０６號１１樓
[廠商電話]02- 66318899 
[決標金額]4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5/08/15－105/09/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556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20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20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軟體壓力測試模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00,000元
[決標金額]400,000元
[底價金額]4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其他 ：不議價以議約方式處理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2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2
[契約編號]CUTE105A17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4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0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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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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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3 12: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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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8
[標案名稱]影視系後製特效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66,32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66,32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66,32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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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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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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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6 09:00
[開標時間]10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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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8,316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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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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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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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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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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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3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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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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16 10:3:2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7

[標案案號]CUTE105A18
[標案名稱]影視系後製特效教室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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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1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1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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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6 10:3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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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8
[標案名稱]影視系後製特效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566,32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3,566,32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566,32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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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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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4 09:30
[開標時間]10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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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78,316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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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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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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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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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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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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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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24 13:29: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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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影視系後製特效教室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24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566,32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566,32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56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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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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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377727
[廠商名稱]新記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372號3樓
[廠商電話]02- 25360320 
[決標金額]3,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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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5－105/09/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影視系後製特效教室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新記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500,000元
[決標金額]3,380,000元
[底價金額]3,39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7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7,600元
[原產地國別3]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264,430元
[原產地國別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9,820元
[原產地國別5]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192,200元
[原產地國別6]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6]2,324,350元
[原產地國別7]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7]231,6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24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5
[契約編號]CUTE105A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3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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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8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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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9 17:2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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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9
[標案名稱]Adobe教育版授權和MSDN授權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5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2,05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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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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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09:30
[開標時間]10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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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02,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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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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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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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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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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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9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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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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3 / 3文字列印

2016/8/9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列印時間： 105/8/23 10:1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4

[標案案號]CUTE105A19
[標案名稱]Adobe教育版授權和MSDN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1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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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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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23 10:3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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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9
[標案名稱]Adobe教育版授權和MSDN授權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5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2,05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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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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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30 09:30
[開標時間]10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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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02,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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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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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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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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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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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3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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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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0 11:22: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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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19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Adobe教育版授權和MSDN授權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30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2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5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055,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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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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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97446128
[廠商名稱]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忠孝西路1段50號1樓、5樓、11樓之6 
[廠商電話]02- 23813398 
[決標金額]1,9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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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31－105/09/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Adobe教育版授權和MSDN授權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028,000元
[決標金額]1,925,000元
[底價金額]1,93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74%
[原產地國別1]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72,5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2,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30
[決標公告日期]105/08/31
[契約編號]CUTE105A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3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25,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頁 2 /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6/8/30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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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5 15:5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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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0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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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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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1 09:30
[開標時間]10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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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5,0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0/28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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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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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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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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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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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5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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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2 / 3文字列印

2016/8/5https://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頁 3 / 3文字列印

2016/8/5https://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列印時間： 105/8/11 16:52:4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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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0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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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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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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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
本之理由：本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
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993790
[廠商名稱]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伯爵街四九巷一八號一樓
[廠商電話]02- 27923255 
[決標金額]2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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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2－105/10/2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89619744
[廠商名稱]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3767510
[廠商名稱]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視聽資料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95,880元
[決標金額]290,000元
[底價金額]29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9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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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1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1
[契約編號]CUTE105A20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9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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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9 16:5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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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1
[標案名稱]擴音機3部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4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4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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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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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7 14:30
[開標時間]10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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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0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09/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本
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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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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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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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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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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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9 16:5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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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17 17:8:4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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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1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擴音機3部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17 15:00
[原公告日期]105/08/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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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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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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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
本之理由：本校已另訂30萬元以下簽訂「銷售保證書」，該契約條款係參照主管機
關訂定之契約範本制定。
[投標廠商家數]4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6002171
[廠商名稱]子龍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4段105巷25號8樓
[廠商電話]02- 29378037 
[決標金額]11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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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8－105/09/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97408335
[廠商名稱]非比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8195477
[廠商名稱]聯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4]
[廠商代碼]24382979
[廠商名稱]帝旺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擴音機3部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子龍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4,000元
[決標金額]114,000元
[底價金額]120,000元
[標比]95.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4,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非比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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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聯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3]
[未得標廠商]帝旺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7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7
[契約編號]CUTE105A21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2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4,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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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8 11:0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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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2
[標案名稱]資管市調系統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8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8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8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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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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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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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14:30
[開標時間]10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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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9,0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0/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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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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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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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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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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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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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23 15:12:3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3

[標案案號]CUTE105A22
[標案名稱]資管市調系統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18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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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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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15:1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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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2
[標案名稱]資管市調系統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8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8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8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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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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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9 09:30
[開標時間]10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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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9,0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0/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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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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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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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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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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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3 15:1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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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29 11:25:4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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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2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資管市調系統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29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8/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8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8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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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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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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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5128525
[廠商名稱]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長安東路2段105號3樓之5 
[廠商電話]02- 87735956 
[決標金額]519,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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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30－105/10/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資管市調系統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鴻澄子溝通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19,701元
[決標金額]519,701元
[底價金額]52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19,701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29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9
[契約編號]CUTE105A22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2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19,701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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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8/25 16:33: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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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4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智慧型物聯網實驗室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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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8/25 10:00
[採購金額]1,29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29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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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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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0695869
[廠商名稱]普特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 民權東路3段156號
[廠商電話]02- 28806977 
[決標金額]1,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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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6－105/10/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智慧型物聯網實驗室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普特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90,000元
[決標金額]1,280,000元
[底價金額]1,28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75,135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04,865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25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6
[契約編號]CUTE105A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2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8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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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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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9 17:0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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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7
[標案名稱]網路資訊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3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53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3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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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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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1 09:30
[開標時間]10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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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6,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0/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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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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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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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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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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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9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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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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21 10:33: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2

[標案案號]CUTE105A27
[標案名稱]網路資訊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9/1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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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2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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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21 10:5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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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7
[標案名稱]網路資訊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3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1,53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35,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2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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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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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8 10:30
[開標時間]10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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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6,7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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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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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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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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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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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21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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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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29 15:42:2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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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7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網路資訊相關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09/29 11:00
[原公告日期]105/09/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3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535,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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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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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552811
[廠商名稱]麟銳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5臺北市南港區 南港路2段99之5號
[廠商電話]02- 26516745 
[決標金額]1,36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5/09/30－105/11/0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95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2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3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網路資訊相關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麟銳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00,000元
[決標金額]1,368,000元
[底價金額]1,38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13%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68,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29
[決標公告日期]105/09/30
[契約編號]CUTE105A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68,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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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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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30 15:3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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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8
[標案名稱]伺服器1台和VM軟體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1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1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1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1/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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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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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6 09:30
[開標時間]1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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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5,500元整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12/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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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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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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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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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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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1/30 15: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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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5/12/6 10:53: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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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5A28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伺服器1台和VM軟體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5/12/06 10:00
[原公告日期]105/11/3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1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1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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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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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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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786959
[廠商名稱]可樂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南京東路2段36號10樓
[廠商電話]02- 25111259 
[決標金額]4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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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6－105/12/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伺服器1台和VM軟體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可樂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80,000元
[決標金額]465,000元
[底價金額]46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70,000元
[原產地國別2]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9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2/06
[決標公告日期]105/12/06
[契約編號]CUTE105A2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46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65,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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