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107/06/04 15: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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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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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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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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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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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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 09:30
[開標時間]107/06/19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2,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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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現場領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5.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三樓西南區、電話：02-
27208889分機1052、傳真：02-27239354）
臺北市調查處（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
27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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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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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6/04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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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9 10:14:1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20

[標案案號]CUTE10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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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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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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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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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6/19 10: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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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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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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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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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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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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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6/26 10:30
[開標時間]10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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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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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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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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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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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6 11:41: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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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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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6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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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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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755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市－文山區,新竹縣－湖口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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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6589032
[廠商名稱]朱江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9號8樓之3 
[廠商電話]02- 27099615 
[決標金額]1,239,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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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7－1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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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256元
[決標金額]1,239,256元
[底價金額]1,390,000元
[標比]89.1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239,256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7/06/27
[契約編號]CUTE107A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39,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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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8 14:1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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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3
[標案名稱]微軟三年全校授權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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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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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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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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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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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2 09:00
[開標時間]107/01/22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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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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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單位授權租賃三年期：2018/02/01~202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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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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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1/08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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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 11:32: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1/23

[標案案號]CUTE107A03
[標案名稱]微軟三年全校授權軟體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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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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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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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2 11: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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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3
[標案名稱]微軟三年全校授權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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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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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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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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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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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30 10:00
[開標時間]10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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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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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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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單位授權租賃三年期：2018/02/01~202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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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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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1/22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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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of 3文字列印

2018/1/22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列印時間： 107/1/31 10:30:3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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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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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三年全校授權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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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30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1/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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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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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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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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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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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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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30－10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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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三年全校授權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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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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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00元
[決標金額]6,000,000元
[底價金額]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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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1/30
[決標公告日期]107/02/01
[契約編號]CUTE107A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6,0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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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4 15:4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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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4
[標案名稱]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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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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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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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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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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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6/26 09:30
[開標時間]107/06/26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92,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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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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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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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6/14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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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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6 10:28:4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27

[標案案號]CUTE107A04
[標案名稱]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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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6/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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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7 14:34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日：10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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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4
[標案名稱]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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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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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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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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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日]107/06/28
[原公告日]1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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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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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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異動招標文件]是
[截止投標]107/07/04 13:30
[開標時間]10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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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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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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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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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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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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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6/26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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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6 12: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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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4
[標案名稱]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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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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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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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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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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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04 13:30
[開標時間]10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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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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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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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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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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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6/26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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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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4 15:25: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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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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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14:00
[原公告日期]107/06/2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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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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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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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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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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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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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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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5－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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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攝錄影器材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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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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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000元
[決標金額]1,660,000元
[底價金額]1,680,000元
[標比]98.81%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534,000元
[原產地國別2]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6,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4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5
[契約編號]CUTE107A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6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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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7/4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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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9 15:43: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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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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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視覺化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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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 11:00
[採購金額]19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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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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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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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5249
[廠商名稱]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2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103號6樓
[廠商電話]02- 28976878 
[決標金額]1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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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10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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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視覺化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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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8,800元
[決標金額]196,000元
[底價金額]1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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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96,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7/06/19
[契約編號]CUTE107A0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9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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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4 16:4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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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8
[標案名稱]資訊講桌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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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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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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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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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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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1 10:30
[開標時間]107/06/11 11: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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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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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餘資格文件詳招標須知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3.廠商具有維修、維
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現場領標為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5.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6.廠商投標前建議可先至學校與使用單位進行功能測試檢核，避免開決標後產生規格上或其他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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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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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6/04 16:4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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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6/11 11:45: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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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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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講桌6部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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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1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6/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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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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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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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41014
[廠商名稱]樂訊科訊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34號4樓
[廠商電話]02- 89121234 
[決標金額]3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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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2－10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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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講桌6部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樂訊科訊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08,000元
[決標金額]396,000元
[底價金額]3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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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11
[決標公告日期]107/06/11
[契約編號]CUTE107A0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39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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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9 16:0:2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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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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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通關作業系統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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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 15:00
[採購金額]3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5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50,00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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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26776
[廠商名稱]士通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04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二路27號12樓
[廠商電話]02- 24247660 
[決標金額]2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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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9－1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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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通關作業系統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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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通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30,000元
[決標金額]297,000元
[底價金額]315,000元
[標比]94.29%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97,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7/06/19
[契約編號]CUTE107A09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31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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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7 16:2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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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3
[標案名稱]建築草圖大師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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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38,6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8,6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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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03 09:30
[開標時間]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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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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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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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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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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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7 16:2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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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7/3 10:40: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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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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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草圖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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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6/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8,6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3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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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0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市－文山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Page 1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7/3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4945755
[廠商名稱]傑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65號8樓之5 
[廠商電話]02- 27070556 
[決標金額]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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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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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草圖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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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0,000元
[決標金額]110,000元
[底價金額]125,000元
[標比]88.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3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3
[契約編號]CUTE107A1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2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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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 15:21: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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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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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前檯及餐飲管理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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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2 15:00
[採購金額]78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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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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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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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98233
[廠商名稱]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9號8樓
[廠商電話]02- 25176066 
[決標金額]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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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10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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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前檯及餐飲管理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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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785,400元
[決標金額]660,000元
[底價金額]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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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2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2
[契約編號]CUTE107A14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6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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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1 9:0:16 

更正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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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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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前檯及餐飲管理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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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2 15:00
[採購金額]78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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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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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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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98233
[廠商名稱]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9號8樓
[廠商電話]02- 25176066 
[決標金額]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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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10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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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前檯及餐飲管理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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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785,400元
[決標金額]660,000元
[底價金額]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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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公告更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2
[原決標公告日期]107/07/02
[決標公告日期]107/08/01
[契約編號]CUTE107A14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6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6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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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更正履約起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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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7/04 09:2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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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5
[標案名稱]桌椅及展示架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1 -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1,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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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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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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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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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10 09:30
[開標時間]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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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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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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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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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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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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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9 11:3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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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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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及展示架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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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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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7/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1,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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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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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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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5707019
[廠商名稱]風城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30高雄市鳳山區保安里鳳甲一街１１１號１樓
[廠商電話]07- 7356547 
[決標金額]4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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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2－107/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7216799
[廠商名稱]設計家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9142746
[廠商名稱]榤禾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4]
[廠商代碼]42696023
[廠商名稱]雅司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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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及展示架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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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城企業社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43,000元
[決標金額]443,000元
[底價金額]560,000元
[標比]79.1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43,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設計家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5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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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榤禾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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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司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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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7/07/19
[契約編號]CUTE107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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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顯偏低之說明]本案廠商提出說明: 1.標價偏低係得標廠商為
家具盤商，貨品皆為合格且大批進貨。 2.以該標價承作，不會有降低品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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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of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7/19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



列印時間：107/07/04 16: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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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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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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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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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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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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17 09:00
[開標時間]1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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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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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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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5.履約地點:台北、新竹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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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16:2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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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7/17 10:25:3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8

[標案案號]CUTE107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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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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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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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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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7 10:4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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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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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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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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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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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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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24 09:00
[開標時間]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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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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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2.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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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5.履約地點:台北、新竹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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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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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4 17:10: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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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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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7/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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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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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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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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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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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6,890元
[決標金額]17,250,000元
[底價金額]17,3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7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4,0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0,000元
[原產地國別3]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2,650,160元
[原產地國別4]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4,275,840元
[原產地國別5]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1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5
[契約編號]CUTE107A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7,3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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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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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9 14:33:3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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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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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屋線上不動產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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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9 14:00
[採購金額]1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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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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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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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7/9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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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6545
[廠商名稱]英特聶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4臺中市北區賴興里文心路四段200號4樓之6 
[廠商電話]04- 22987799 
[決標金額]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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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9－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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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屋線上不動產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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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聶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6,000元
[決標金額]110,000元
[底價金額]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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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9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9
[契約編號]CUTE107A17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1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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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9 15:21:5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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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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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書電腦軟體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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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9 15:00
[採購金額]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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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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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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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3003
[廠商名稱]太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松江路152號13樓
[廠商電話]02- 25675665 
[決標金額]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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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9－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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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書電腦軟體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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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80,000元
[決標金額]150,000元
[底價金額]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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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09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9
[契約編號]CUTE107A1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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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7:3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20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19
[標案名稱]事務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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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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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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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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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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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26 09:00
[開標時間]107/07/26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44,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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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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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7:3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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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7/26 12:0:4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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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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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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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6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7/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8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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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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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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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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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6－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事務相關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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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570元
[決標金額]840,000元
[底價金額]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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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5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27,000元
[原產地國別3]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10,000元
[原產地國別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92,85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6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6
[契約編號]CUTE107A19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84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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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6:2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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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2
[標案名稱]笙罄國樂社樂器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8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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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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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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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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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10 13:30
[開標時間]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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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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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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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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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0 15:22: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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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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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罄國樂社樂器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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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 14:00
[原公告日期]107/07/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8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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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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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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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6845
[廠商名稱]華之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70之1號2樓
[廠商電話]02- 85318027 
[決標金額]2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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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笙罄國樂社樂器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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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之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80,000元
[決標金額]265,000元
[底價金額]267,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25%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6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10
[決標公告日期]107/07/10
[契約編號]CUTE107A22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67,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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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6:3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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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3
[標案名稱]馬林巴琴和和聲訓練器各1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383 - 樂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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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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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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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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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10 14:30
[開標時間]107/07/10 15: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9,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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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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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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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0 15:25:2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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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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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巴琴和和聲訓練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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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7/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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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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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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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10575
[廠商名稱]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7新北市蘆洲區永德里長安街172巷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8476357 
[決標金額]17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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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0－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馬林巴琴和和聲訓練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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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新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3,800元
[決標金額]175,000元
[底價金額]17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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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1,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10
[決標公告日期]107/07/10
[契約編號]CUTE107A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7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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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3:3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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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4
[標案名稱]機器人教育套件11套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78,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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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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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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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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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24 14:30
[開標時間]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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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8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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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3:3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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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7/24 16:5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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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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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教育套件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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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7/07/24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7/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8,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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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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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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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74855
[廠商名稱]邁克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06號
[廠商電話]02- 87516656 
[決標金額]1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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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機器人教育套件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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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0,500元
[決標金額]157,000元
[底價金額]1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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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57,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4
[契約編號]CUTE107A24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57,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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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5:2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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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6
[標案名稱]推舉架和划船器各1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384 -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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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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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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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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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25 14:30
[開標時間]1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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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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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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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5:2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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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7/25 16:24: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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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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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舉架和划船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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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7/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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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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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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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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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推舉架和划船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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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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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00元
[決標金額]104,000元
[底價金額]10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0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5
[契約編號]CUTE107A2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0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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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3:5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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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8
[標案名稱]浮空投影網紗式系統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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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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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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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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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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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7/25 09:30
[開標時間]107/07/25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8,3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9/7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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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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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5 11:0:1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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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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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空投影網紗式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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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7/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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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算金額]1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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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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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55726
[廠商名稱]英特艾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9號5樓
[廠商電話]02- 25070006 
[決標金額]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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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5－107/09/0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浮空投影網紗式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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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艾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67,000元
[決標金額]150,000元
[底價金額]156,000元
[標比]96.1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5
[契約編號]CUTE107A28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5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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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9 10:52: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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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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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決策分析輔助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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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10:00
[採購金額]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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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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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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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95418
[廠商名稱]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00新竹市東區新莊里關新路27號4樓之2 
[廠商電話]02- 25016862 
[決標金額]69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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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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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決策分析輔助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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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780,000元
[決標金額]695,500元
[底價金額]715,000元
[標比]97.2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95,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8/09
[決標公告日期]107/08/09
[契約編號]CUTE107A3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71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9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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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16:2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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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35
[標案名稱]統計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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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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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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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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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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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8/15 09:30
[開標時間]1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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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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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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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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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9 16:2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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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8/15 10:41: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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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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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5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8/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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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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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00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市－文山區,新竹縣－湖口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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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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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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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5－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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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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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00元
[決標金額]500,000元
[底價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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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7/08/15
[契約編號]CUTE107A35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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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 15:0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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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37
[標案名稱]帳號整合軟體和桌面服務整合軟體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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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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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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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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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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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8/15 14:30
[開標時間]1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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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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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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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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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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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15 15:45: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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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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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整合軟體和桌面服務整合軟體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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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5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8/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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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算金額]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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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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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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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5－107/09/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帳號整合軟體和桌面服務整合軟體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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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元
[決標金額]500,000元
[底價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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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8/15
[決標公告日期]107/08/15
[契約編號]CUTE107A37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5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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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6 16:2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7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39
[標案名稱]網路儲存系統、網路交換器等九項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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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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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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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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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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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8/28 09:00
[開標時間]1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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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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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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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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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圖資中心陳組長(電話：02-29313416分機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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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6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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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8 10:36: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9

[標案案號]CUTE107A39
[標案名稱]網路儲存系統、網路交換器等九項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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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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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Page 1 of 1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8/28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



列印時間：107/08/28 16: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9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39
[標案名稱]網路儲存系統、網路交換器等九項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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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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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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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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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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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9/04 09:00
[開標時間]107/09/04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369,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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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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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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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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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圖資中心陳組長(電話：02-29313416分機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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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8 16:0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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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9/4 16:30:3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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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儲存系統、網路交換器等九項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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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4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8/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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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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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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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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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5－107/10/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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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儲存系統、網路交換器等九項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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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0,160元
[決標金額]6,950,000元
[底價金額]7,0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29%
[原產地國別1]拉脫維亞(Latvia)(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28,000元
[原產地國別2]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72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9/04
[決標公告日期]107/09/05
[契約編號]CUTE107A3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0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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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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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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of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9/4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列印時間：107/08/16 17:0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17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40
[標案名稱]建築優化分析軟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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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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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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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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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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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8/28 14:00
[開標時間]107/08/28 15: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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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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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建築系吳主任(電話：02-29313416分機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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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8/16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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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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8 14:31:3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9

[標案案號]CUTE107A40
[標案名稱]建築優化分析軟體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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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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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08/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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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08/29 17:1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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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0
[標案名稱]建築優化分析軟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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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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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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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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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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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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9/04 14:30
[開標時間]10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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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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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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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建築系吳主任(電話：02-29313416分機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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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7/08/29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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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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4 16:34: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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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優化分析軟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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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4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8/3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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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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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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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538
[廠商名稱]應用熱流分析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78號7樓
[廠商電話]02- 87874668 
[決標金額]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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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5－1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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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優化分析軟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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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熱流分析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00,000元
[決標金額]1,100,000元
[底價金額]1,1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1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9/04
[決標公告日期]107/09/05
[契約編號]CUTE107A4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1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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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3 15:4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8/23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41
[標案名稱]落地型義式冰淇淋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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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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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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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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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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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8/29 09:30
[開標時間]10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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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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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新竹觀管系張老師(電話：03-699-1111分機1318)或系秘書范小姐
(電話：03-699-1111分機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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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3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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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9 11:36:3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9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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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型義式冰淇淋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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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9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8/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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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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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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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68645
[廠商名稱]卡利歐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文華路162巷19號1樓
[廠商電話]0926- 100326 
[決標金額]2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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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9－1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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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型義式冰淇淋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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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歐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27,900元
[決標金額]206,000元
[底價金額]2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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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06,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8/29
[決標公告日期]107/08/29
[契約編號]CUTE107A41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0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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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8/29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列印時間：107/10/03 14:0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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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4
[標案名稱]混音器1台和互動觸控音樂設備5台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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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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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09 14:30
[開標時間]1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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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元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事務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7/11/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1.其餘詳投標須知規定。
2.未定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3.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0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396110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
減價機會。
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數媒系謝老師(電話：02-29313416分機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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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3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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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9 15:54:5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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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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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器1台和互動觸控音樂設備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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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7/10/09 15:00
[原公告日期]107/10/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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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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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09693
[廠商名稱]台灣艾肯數位通路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5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147號3樓
[廠商電話]02- 26533215 
[決標金額]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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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9－107/11/2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混音器1台和互動觸控音樂設備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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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艾肯數位通路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93,500元
[決標金額]285,000元
[底價金額]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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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8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09
[決標公告日期]107/10/09
[契約編號]CUTE107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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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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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8 15:5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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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5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乙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1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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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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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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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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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04 09:30
[開標時間]107/10/04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0,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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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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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圖資中心採編組李小姐(電話：02-29313416分機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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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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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4 11:18: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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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5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7/10/04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9/2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1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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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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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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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35023
[廠商名稱]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7號8樓
[廠商電話]02- 27023594 
[決標金額]2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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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4－1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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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料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0,000元
[決標金額]205,000元
[底價金額]2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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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04
[決標公告日期]107/10/04
[契約編號]CUTE107A45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0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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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4 16:0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48
[標案名稱]影視實驗室設備共4項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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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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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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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Page 1 of 3文字列印

2018/10/4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17 17:00
[開標時間]107/10/1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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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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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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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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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影視系黃老師(電話：02-29313416分機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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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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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8 10:1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9

[標案案號]CUTE107A48
[標案名稱]影視實驗室設備共4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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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10/1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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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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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8 10: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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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8
[標案名稱]影視實驗室設備共4項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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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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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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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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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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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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24 17:00
[開標時間]107/10/2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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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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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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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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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影視系黃老師(電話：02-29313416分機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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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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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25 10:14:3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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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影視實驗室設備共4項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7/10/25 09:00
[原公告日期]107/10/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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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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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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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3137964
[廠商名稱]珈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8號7樓
[廠商電話]02- 25795989 
[決標金額]1,8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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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6－107/12/1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影視實驗室設備共4項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珈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828,000元
[決標金額]1,828,000元
[底價金額]1,880,000元
[標比]97.23%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7,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96,000元
[原產地國別3]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44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25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6
[契約編號]CUTE107A4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8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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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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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8 15:3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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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9
[標案名稱]企管專業教室共25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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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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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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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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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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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12 09:00
[開標時間]107/10/12 10:00
[開標地點]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8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144,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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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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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北企管系游秘書02-2931-3416#2252、竹企管系林秘書03-699-
1111#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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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8 15:3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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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0/12 10:56: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5

[標案案號]CUTE107A49
[標案名稱]企管專業教室共25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7/10/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10/1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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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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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10/12 11:0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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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9
[標案名稱]企管專業教室共25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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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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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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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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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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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22 14:00
[開標時間]1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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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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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
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前項證明，廠商
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1期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或經稅捐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投標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1期證明文件者，得以前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1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備註：經濟部98年4月2日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網站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之資料代之。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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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北企管系游秘書02-2931-3416#2252、竹企管系林秘書03-699-
1111#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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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2 11:0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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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0/22 16:49: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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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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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專業教室共25項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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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2 15:00
[原公告日期]107/10/1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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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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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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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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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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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3－1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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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專業教室共25項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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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2,300元
[決標金額]2,750,000元
[底價金額]2,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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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02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89,98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22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3
[契約編號]CUTE107A4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7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5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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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
監辦]是，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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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7/10/05 17:0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10/05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50
[標案名稱]餐飲輕食教室共25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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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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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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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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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機關實收)]100元
[系統使用費]20元
[文件代收費]5元
[總計]125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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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12 13:30
[開標時間]1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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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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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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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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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本採購案交貨地點分別為台北和新竹校區，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台北觀管系蓋秘書02-
29313416#2981、新竹觀管系何老師/范秘書03-699-1111#1309/#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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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5 17:0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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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7/10/15 10:28: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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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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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輕食教室共25項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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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2 14:00
[原公告日期]107/10/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13,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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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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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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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8/10/15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



[投標廠商家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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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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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5－107/12/1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3910035
[廠商名稱]茂詮餐飲設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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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輕食教室共25項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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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50元
[決標金額]680,000元
[底價金額]6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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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Ital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55,700元
[原產地國別2]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450元
[原產地國別3]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08,900元
[原產地國別4]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15,840元
[原產地國別5]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387,11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茂詮餐飲設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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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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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期]107/10/12
[決標公告日期]107/10/15
[契約編號]CUTE107A50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68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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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8 14:3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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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53
[標案名稱]Apple平板和筆電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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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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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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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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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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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10/16 14:30
[開標時間]1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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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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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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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符合政府綠色環保規章之產品。

*廠商如欲洽詢本標案，請電洽通識中心許秘書(電話：02-29313416分機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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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8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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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7 9:26:5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17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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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平板和筆電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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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6 15:00
[原公告日期]107/10/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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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算金額]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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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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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458169
[廠商名稱]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60號7樓
[廠商電話]02- 27118838 
[決標金額]244,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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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7－107/11/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3756990
[廠商名稱]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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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平板和筆電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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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880元
[決標金額]244,980元
[底價金額]24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9%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44,98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49,900元
[未得標原因]審標合格但未得標之其他原因：標價高於底價，且未派人到場進行減
價程序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16
[決標公告日期]107/10/17
[契約編號]CUTE107A53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4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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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244,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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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22 12:0: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22
[機關代碼]3.10.90.41
[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聯絡人]事務組王小姐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67
[傳真號碼]02-29313992
[電子郵件信箱]tzulin@cute.edu.tw
[標案案號]CUTE107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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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T線上學習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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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2 11:00
[採購金額]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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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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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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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68148
[廠商名稱]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200號8樓
[廠商電話]02- 23934497 
[決標金額]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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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22－1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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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T線上學習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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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85,000元
[決標金額]270,000元
[底價金額]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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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0/22
[決標公告日期]107/10/22
[契約編號]CUTE107A55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27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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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 14:52:3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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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107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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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英語學習視訊機器人2台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是否屬契約變更]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7/11/02 14:00
[採購金額]1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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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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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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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36906
[廠商名稱]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財團法人(不含學校)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62巷10號
[廠商電話]02- 25331533 
[決標金額]1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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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2－107/12/1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270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9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3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空中英語學習視訊機器人2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5,000元
[決標金額]105,000元
[底價金額]1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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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1/02
[決標公告日期]107/11/02
[契約編號]CUTE107A56
[是否刊登公報]否
[底價金額]10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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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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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4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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