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106/07/24 15:2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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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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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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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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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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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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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07 14:30
[開標時間]10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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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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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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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確認，投標時請附上測試審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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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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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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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7/2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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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7 15:13:2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08

[標案案號]CUTE106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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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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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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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7 15:2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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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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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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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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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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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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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15 09:30
[開標時間]1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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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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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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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確認，投標時請附上測試審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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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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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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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08/07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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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5 10:45: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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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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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5 10:00
[原公告日期]106/08/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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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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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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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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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478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6－1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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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478元
[決標金額]1,153,478元
[底價金額]1,340,000元
[標比]86.0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53,478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6/08/16
[契約編號]CUTE106A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4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53,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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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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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4 11:45:3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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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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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教材與學習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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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契約變更]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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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4 11:00
[採購金額]8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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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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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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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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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4－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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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教材與學習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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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畹禾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10,000元
[決標金額]730,000元
[底價金額]7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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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元
[原產地國別2]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14
[決標公告日期]106/06/14
[契約編號]CUTE106A0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73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7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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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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7/6 15:31: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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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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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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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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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6 15:00
[採購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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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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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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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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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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0522
[廠商名稱]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8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32號
[廠商電話]02- 230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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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06－106/08/0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264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3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2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兩岸經貿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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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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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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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06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6
[契約編號]CUTE106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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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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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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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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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9 15:0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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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6
[標案名稱]商學院教學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51 -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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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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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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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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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6/26 14:00
[開標時間]10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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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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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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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9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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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26 16:14: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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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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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教學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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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開標時間]106/06/26 15:00
[原公告日期]106/06/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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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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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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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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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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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7－1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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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教學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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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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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000元
[決標金額]560,000元
[底價金額]5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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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5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8,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6/06/26
[契約編號]CUTE106A0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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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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6/28 14: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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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7
[標案名稱]展示競藝場實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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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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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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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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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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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09:00
[開標時間]10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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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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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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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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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8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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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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11 10:17:3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2

[標案案號]CUTE106A07
[標案名稱]展示競藝場實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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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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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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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11: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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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7
[標案名稱]展示競藝場實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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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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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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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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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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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9 14:00
[開標時間]10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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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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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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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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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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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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24 11:15:2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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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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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競藝場實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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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9 15:00
[原公告日期]106/07/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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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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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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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8189264
[廠商名稱]科碼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42號3樓
[廠商電話]02- 23660082 
[決標金額]1,529,999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20－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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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競藝場實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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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碼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66,300元
[決標金額]1,529,999元
[底價金額]1,53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96,000元
[原產地國別2]法國(France)(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3,575元
[原產地國別3]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439,000元
[原產地國別4]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116,200元
[原產地國別5]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31,224元
[原產地國別6]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6]61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19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5
[契約編號]CUTE106A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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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2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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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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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6 11:26:2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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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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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教學系統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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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6 11:00
[採購金額]1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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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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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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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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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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2222
[廠商名稱]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53號7樓
[廠商電話]02- 77135858 
[決標金額]18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06－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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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教學系統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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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0,000元
[決標金額]184,000元
[底價金額]18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4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06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6
[契約編號]CUTE106A10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8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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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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7/7 15:56:3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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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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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貿通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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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7 15:00
[採購金額]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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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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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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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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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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58615
[廠商名稱]康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50號12樓之2 
[廠商電話]02- 33221372 
[決標金額]19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07－10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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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貿通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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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00,000元
[決標金額]190,000元
[底價金額]1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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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07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7
[契約編號]CUTE106A12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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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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7/18 15:5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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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3
[標案名稱]家電影音相關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48 -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9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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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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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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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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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26 10:00
[開標時間]106/07/26 11: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9,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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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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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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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8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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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26 12:35:5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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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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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影音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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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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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6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7/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9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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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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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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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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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27－10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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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影音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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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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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600元
[決標金額]529,000元
[底價金額]5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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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6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3,500元
[原產地國別3]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95,600元
[原產地國別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4,3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26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6
[契約編號]CUTE106A1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2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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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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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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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17:2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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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4
[標案名稱]圖書館設備及展示架等相關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451 -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9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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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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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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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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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18 10:30
[開標時間]1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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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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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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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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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18 11:36:2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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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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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備及展示架等相關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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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07/18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7/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9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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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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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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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7/7/18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3117951
[廠商名稱]日盛圖書館設備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829巷35號2樓
[廠商電話]02- 28335490 
[決標金額]254,6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18－1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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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備及展示架等相關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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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圖書館設備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59,800元
[決標金額]254,600元
[底價金額]25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54,6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18
[決標公告日期]106/07/18
[契約編號]CUTE106A14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5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5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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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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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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8/03 15:4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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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6
[標案名稱]數位鋼琴1架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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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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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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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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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9 10:30
[開標時間]1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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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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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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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3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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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9 12:44:5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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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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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鋼琴1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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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9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8/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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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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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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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7292
[廠商名稱]功學社音樂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復興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22號1之2樓
[廠商電話]02- 27091266 
[決標金額]121,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0－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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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鋼琴1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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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學社音樂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復興分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4,000元
[決標金額]121,000元
[底價金額]1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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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Indonesi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21,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09
[決標公告日期]106/08/09
[契約編號]CUTE106A1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21,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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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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8/17 12:12: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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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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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總管與攻防教學模組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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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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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7 11:00
[採購金額]2,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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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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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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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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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56949
[廠商名稱]承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4新北市林口區八德路120號3樓之3 
[廠商電話]02- 26089221 
[決標金額]2,1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8－1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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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總管與攻防教學模組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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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250,000元
[決標金額]2,180,000元
[底價金額]2,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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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37,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7
[決標公告日期]106/08/18
[契約編號]CUTE106A1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1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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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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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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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8 09:3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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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19
[標案名稱]收音麥克風和延伸桿各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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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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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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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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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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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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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5 10:30
[開標時間]1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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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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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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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8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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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5 12:52:4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6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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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麥克風和延伸桿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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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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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5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8/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7,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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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算金額]137,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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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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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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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6－10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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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麥克風和延伸桿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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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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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00元
[決標金額]117,500元
[底價金額]120,000元
[標比]97.92%
[原產地國別1]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5,5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6/08/15
[契約編號]CUTE106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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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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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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7/25 09:5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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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0
[標案名稱]零售商經營模擬軟體實驗室版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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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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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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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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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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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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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01 10:30
[開標時間]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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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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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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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09:5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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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8/1 11:58:5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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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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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經營模擬軟體實驗室版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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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7/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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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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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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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1907
[廠商名稱]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4號8樓之8 
[廠商電話]02- 29956488 
[決標金額]44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02－10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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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經營模擬軟體實驗室版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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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85,000元
[決標金額]440,000元
[底價金額]450,000元
[標比]97.78%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4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01
[決標公告日期]106/08/01
[契約編號]CUTE106A20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4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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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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7/07 17: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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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1
[標案名稱]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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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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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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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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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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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24 14:00
[開標時間]10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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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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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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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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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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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7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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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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24 15:47:3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標案案號]CUTE106A21
[標案名稱]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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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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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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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15: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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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1
[標案名稱]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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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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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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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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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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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01 14:00
[開標時間]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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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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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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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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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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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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 17:1: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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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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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 15:00
[原公告日期]106/07/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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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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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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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86658
[廠商名稱]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96號10樓
[廠商電話]02- 25231213 
[決標金額]3,6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02－10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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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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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675,000元
[決標金額]3,600,000元
[底價金額]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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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01
[決標公告日期]106/08/02
[契約編號]CUTE106A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6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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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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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17:0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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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2
[標案名稱]投影喇叭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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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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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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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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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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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31 09:30
[開標時間]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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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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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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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17:0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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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7/31 11:21:1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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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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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喇叭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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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31 10:00
[原公告日期]106/07/2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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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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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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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7/7/31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318626
[廠商名稱]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35號3樓
[廠商電話]02- 25627756 
[決標金額]14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31－10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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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喇叭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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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60,000元
[決標金額]145,000元
[底價金額]147,000元
[標比]98.6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2,6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4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31
[決標公告日期]106/07/31
[契約編號]CUTE106A22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47,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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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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7/12 11:4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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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3
[標案名稱]熱音社樂器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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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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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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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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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18 14:30
[開標時間]1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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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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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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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 11:4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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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7/18 17:3: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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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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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音社樂器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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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8 15:00
[原公告日期]106/07/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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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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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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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09664
[廠商名稱]禧樂音樂用品社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94號1樓
[廠商電話]02- 27363802 
[決標金額]110,8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18－1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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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音社樂器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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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樂音樂用品社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7,680元
[決標金額]110,800元
[底價金額]115,000元
[標比]96.35%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0,8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18
[決標公告日期]106/07/18
[契約編號]CUTE106A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1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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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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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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7/07 16:4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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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4
[標案名稱]數位雕塑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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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預算金額]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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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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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7/24 09:00
[開標時間]10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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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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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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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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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7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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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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24 11:30:5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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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數位雕塑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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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4 10:00
[原公告日期]106/07/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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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5148339
[廠商名稱]首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386號16樓之7 
[廠商電話]04- 22583355 
[決標金額]8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7/25－106/09/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7368113
[廠商名稱]奇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8857429
[廠商名稱]鏵傑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4]
[廠商代碼]53734262
[廠商名稱]奇穎數位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數位雕塑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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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50,000元
[決標金額]850,000元
[底價金額]1,000,000元
[標比]85.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5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奇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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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5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鏵傑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6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3]
[未得標廠商]奇穎數位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8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6/07/25
[契約編號]CUTE106A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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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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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0 10:5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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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5
[標案名稱]電腦及週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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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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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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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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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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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23 09:00
[開標時間]10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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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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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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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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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0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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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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23 11:51:1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24

[標案案號]CUTE106A25
[標案名稱]電腦及週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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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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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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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3 12:3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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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5
[標案名稱]電腦及週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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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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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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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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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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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29 09:00
[開標時間]10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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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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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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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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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3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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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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29 14:7: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30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6A2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腦及週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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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9 10:00
[原公告日期]106/08/2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18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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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545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18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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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7/8/29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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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43131
[廠商名稱]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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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號10樓
[廠商電話]02- 25633090 
[決標金額]5,9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30－1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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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週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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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977,600元
[決標金額]5,900,000元
[底價金額]5,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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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5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4,200元
[原產地國別3]印尼(Indonesi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20,450元
[原產地國別4]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1,450元
[原產地國別5]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5,492,100元
[原產地國別6]菲律賓 (Philippines)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6]7,3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29
[決標公告日期]106/08/30
[契約編號]CUTE106A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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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90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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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4 17:0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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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6
[標案名稱]統計軟體SPSS Amos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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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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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7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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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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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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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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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10 10:30
[開標時間]1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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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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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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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4 17:0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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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8/10 12:25:2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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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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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軟體SPSS Amos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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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0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8/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5,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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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算金額]135,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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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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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3189636
[廠商名稱]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56號5樓
[廠商電話]02- 77287958 
[決標金額]12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1－106/09/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4691953
[廠商名稱]時韜資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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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軟體SPSS Amos 1套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4,500元
[決標金額]122,000元
[底價金額]1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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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時韜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3,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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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0
[決標公告日期]106/08/10
[契約編號]CUTE106A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22,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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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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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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08/11 10:0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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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8
[標案名稱]防毒和監控軟體各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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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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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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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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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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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08/16 10:30
[開標時間]10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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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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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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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1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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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6 11:46: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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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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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和監控軟體各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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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6 11:00
[原公告日期]106/08/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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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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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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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98783
[廠商名稱]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仁友巷3弄6號1樓
[廠商電話]02- 25858655 
[決標金額]41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7－106/09/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防毒和監控軟體各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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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39,800元
[決標金額]410,000元
[底價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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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6
[決標公告日期]106/08/16
[契約編號]CUTE106A2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41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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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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8/24 13:7: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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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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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系統及設備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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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契約變更]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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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4 11:00
[採購金額]39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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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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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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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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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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46287
[廠商名稱]縱橫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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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189號8樓
[廠商電話]02- 25450865 
[決標金額]3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25－1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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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系統及設備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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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96,000元
[決標金額]350,000元
[底價金額]3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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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24
[決標公告日期]106/08/24
[契約編號]CUTE106A29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3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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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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10/20 11:1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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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4
[標案名稱]影視後製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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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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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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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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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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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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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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3 14:00
[開標時間]1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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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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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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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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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20 11:1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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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11/3 17:10:5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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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影視後製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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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3 15:00
[原公告日期]106/10/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7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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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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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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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8841258
[廠商名稱]奇蹟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4巷23號1至2樓、23之1號1樓
[廠商電話]02- 66189109 
[決標金額]2,34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3－106/12/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4337341
[廠商名稱]宜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4723929
[廠商名稱]封富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影視後製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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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640,000元
[決標金額]2,348,000元
[底價金額]2,400,000元
[標比]97.83%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5,6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072,400元
[原產地國別3]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6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宜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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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金額]2,692,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封富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729,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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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3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6
[契約編號]CUTE106A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4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3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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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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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9 16:2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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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5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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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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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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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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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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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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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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0/31 09:00
[開標時間]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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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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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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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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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19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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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4 12:14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日：1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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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5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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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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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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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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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日]106/10/25
[原公告日]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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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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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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異動招標文件]是
[截止投標]106/10/31 09:00
[開標時間]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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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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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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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行設備功能測試及履堪證明單，未確認合格者，請勿投
標，投標時請附上設備功能測試及履勘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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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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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19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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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31 11:4:1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1

[標案案號]CUTE106A35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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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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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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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11:1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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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5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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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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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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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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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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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7 09:00
[開標時間]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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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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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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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行設備功能測試及履堪證明單，未確認合格者，請勿投
標，投標時請附上設備功能測試及履勘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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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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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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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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7 12:47:3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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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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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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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6/11/0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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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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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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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43131
[廠商名稱]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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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號10樓
[廠商電話]02- 25633090 
[決標金額]2,199,8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7－10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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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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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333,000元
[決標金額]2,199,800元
[底價金額]2,230,000元
[標比]98.6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94,000元
[原產地國別2]拉脫維亞(Latvia)(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45,800元
[原產地國別3]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178,000元
[原產地國別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8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契約編號]CUTE106A3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23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9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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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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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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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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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9 17: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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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6
[標案名稱]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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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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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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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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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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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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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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0/31 10:00
[開標時間]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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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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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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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行測試履堪，未確認合格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履
堪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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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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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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9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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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31 11:5: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1

[標案案號]CUTE106A36
[標案名稱]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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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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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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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11:2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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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6
[標案名稱]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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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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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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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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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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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7 10:00
[開標時間]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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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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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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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行測試履堪，未確認合格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附上履
堪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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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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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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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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7 12:51:4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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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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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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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7 11:00
[原公告日期]106/11/0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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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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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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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67550
[廠商名稱]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8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15號6樓
[廠商電話]02- 21916066 
[決標金額]3,9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7－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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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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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241,255元
[決標金額]3,950,000元
[底價金額]3,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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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契約編號]CUTE106A3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9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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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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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8 10:5:51 

更正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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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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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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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7 11:00
[原公告日期]106/11/0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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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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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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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67550
[廠商名稱]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8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15號6樓
[廠商電話]02- 21916066 
[決標金額]3,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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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7－106/12/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012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5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9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網路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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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241,255元
[決標金額]3,950,000元
[底價金額]3,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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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公告更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7
[原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6/11/29
[契約編號]CUTE106A3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9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95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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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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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4 16:1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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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8
[標案名稱]輕食實驗教室設備乙案
[標的分類]財物類445 -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52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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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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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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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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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8 10:00
[開標時間]106/11/08 11: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26,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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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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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特定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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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投標前請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行現場履堪證明單，未確認合格者，請勿投標，投標時請
附上現場履堪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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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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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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4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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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9 9:20:4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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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3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輕食實驗教室設備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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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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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 11:00
[原公告日期]106/10/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2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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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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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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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7708801
[廠商名稱]坤鍠不銹鋼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238號
[廠商電話]07- 7887900 
[決標金額]2,02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8－106/12/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85778614
[廠商名稱]芳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4347024
[廠商名稱]緯成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輕食實驗教室設備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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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鍠不銹鋼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026,000元
[決標金額]2,026,000元
[底價金額]2,350,000元
[標比]86.2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27,4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79,200元
[原產地國別3]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719,4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芳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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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金額]2,28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緯成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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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6/11/10
[契約編號]CUTE106A3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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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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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7 16:5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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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1
[標案名稱]行管Apple個人電腦8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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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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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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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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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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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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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3 15:00
[開標時間]106/11/03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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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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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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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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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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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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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3 17:4:5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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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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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Apple個人電腦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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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3 16:00
[原公告日期]106/10/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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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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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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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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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2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3－1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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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Apple個人電腦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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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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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20元
[決標金額]274,320元
[底價金額]290,000元
[標比]94.59%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4,32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3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3
[契約編號]CUTE106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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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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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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11/02 16:4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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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2
[標案名稱]重量訓練運動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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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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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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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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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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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8 13:00
[開標時間]106/11/0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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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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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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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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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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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1/02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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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8 16:5:1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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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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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訓練運動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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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 14:00
[原公告日期]106/11/0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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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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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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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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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8－10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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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訓練運動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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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3,800元
[決標金額]180,000元
[底價金額]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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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契約編號]CUTE106A42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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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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11/9 14:35: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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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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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智慧感測模組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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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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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9 11:00
[採購金額]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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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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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9－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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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智慧感測模組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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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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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
[決標金額]920,000元
[底價金額]9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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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9
[決標公告日期]106/11/10
[契約編號]CUTE106A4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2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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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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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16:1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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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4
[標案名稱]單槍投影機2部和銀幕2面
[標的分類]財物類451 -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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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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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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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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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7 14:00
[開標時間]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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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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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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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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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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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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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7 17:2:5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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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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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投影機2部和銀幕2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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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11/07 15:00
[原公告日期]106/10/3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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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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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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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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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7－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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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槍投影機2部和銀幕2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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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00元
[決標金額]198,000元
[底價金額]1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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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2,8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7
[契約編號]CUTE106A44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9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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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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11/07 16:5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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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5
[標案名稱]雷射掃描儀1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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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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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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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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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14 10:30
[開標時間]1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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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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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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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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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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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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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4 12:18:1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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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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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掃描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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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
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11/14 11:00
[原公告日期]106/11/0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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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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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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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719410
[廠商名稱]振隆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7新北市蘆洲區溪墘里中山一路95巷20弄34號
[廠商電話]02- 22818438 
[決標金額]26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14－1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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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掃描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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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隆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68,000元
[決標金額]268,000元
[底價金額]285,000元
[標比]94.04%
[原產地國別1]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68,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14
[決標公告日期]106/11/14
[契約編號]CUTE106A45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8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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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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10/31 13:5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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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6
[標案名稱]相機和鏡頭各1組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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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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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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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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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8 09:00
[開標時間]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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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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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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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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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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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31 13:5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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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6/11/8 9:39:3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8

[標案案號]CUTE106A46
[標案名稱]相機和鏡頭各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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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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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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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 10:1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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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6
[標案名稱]相機和鏡頭各1組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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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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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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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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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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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13 13:30
[開標時間]106/11/13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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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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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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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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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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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1/08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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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4 9:36:3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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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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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和鏡頭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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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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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3 14:00
[原公告日期]106/11/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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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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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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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36529603
[廠商名稱]長勵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號
[廠商電話]02- 23118331 
[決標金額]134,8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13－106/12/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1946292
[廠商名稱]富豪影音企業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投標廠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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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4]
[廠商代碼]24876537
[廠商名稱]采星應用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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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和鏡頭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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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勵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34,800元
[決標金額]134,800元
[底價金額]148,000元
[標比]91.08%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4,8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富豪影音企業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4,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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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新記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3]
[未得標廠商]采星應用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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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3
[決標公告日期]106/11/14
[契約編號]CUTE106A4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4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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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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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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6/10/31 14:5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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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7
[標案名稱]混合實境頭戴式顯示器1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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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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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6/11/08 14:00
[開標時間]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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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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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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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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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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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6/10/31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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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文字列印

2017/10/31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



Page 3 of 3文字列印

2017/10/31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



列印時間： 106/11/8 15:51: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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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6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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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實境頭戴式顯示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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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6/11/08 15:00
[原公告日期]106/10/3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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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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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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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11/08－1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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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實境頭戴式顯示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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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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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元
[決標金額]135,000元
[底價金額]1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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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6/11/08
[契約編號]CUTE106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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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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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