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95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A05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軟體乙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補充說明] 電腦軟體 
[採購金額]新台幣1,195,291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127 
[傳真] 29340442 
[預算金額]新台幣 1,195,291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一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5年03月09日17時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03月10日10時00分 
[開標地點]中山育樂館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5.4.30  
[新增日期] 95年02月24日 
[更正日期] 95年02月24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新民樓203) 
[押標金額度] 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二點至四點三十分，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其他]：  
1.需交貨至台北及新竹湖口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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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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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3月1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A10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伺服器及寬頻分享器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127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3月22日09時30分 
[開標日期] 95年03月22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70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95.4.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新民樓203) 
[新增日期] 95年03月14日 
[更正日期] 95年03月14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中山育樂館視聽教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公告日期]2006-03-14 

第 1 頁，共 1 頁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2007/1/18file://G:\辦公室\公開招標\95A10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ht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中華民國95年03月16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A11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校園安全系統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警報及號誌、 安全偵測系統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2,003,67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127 
[傳真] 29340442 
[預算金額]新台幣 2,003,67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一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95年03月27日17時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03月28日14時00分 
[開標地點]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中山育樂館視聽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4.4.30  
[新增日期] 95年03月16日 
[更正日期] 95年03月16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新民樓203) 
[押標金額度] 依報價5%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二點至四點三十分，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50元  
 
 

第 1 頁，共 2 頁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2007/1/18file://G:\辦公室\公開招標\95A11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ht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是否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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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5月19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A13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5月25日17時00分 
[開標日期] 95年05月26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96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96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合約及硬體完成後30天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格致大樓802) 
[新增日期] 95年05月19日 
[更正日期] 95年05月19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5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公告日期]200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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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6月02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A1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事務相關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辦公用品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6月08日17時00分 
[開標日期] 95年06月09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903,4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903,4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7.15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格致大樓802) 
[新增日期] 95年06月02日 
[更正日期] 95年06月02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及最近一年內無
退票紀錄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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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200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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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1月1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C03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申請中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127 
[傳真] (02)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1月18日09時30分 
[開標日期] 95年01月18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410,72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410,72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95.4.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中山育樂館視聽教室 
[新增日期] 95年01月11日 
[更正日期] 95年01月11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中山育樂館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押標金若以現金交付，請於送標單前，先至總務處保管組繳交並領取
收據，不得將現金放入標封內避免遺失。  
[其他]：  
1.廠商必須為本校合格測試過的廠商，未測試過的廠商請務必先與圖書館連繫,以取得合格證
明，否則不能參與議價  
 
 
 
 
[公告日期]200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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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3月3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C04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02)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4月10日17時00分 
[開標日期] 95年04月11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982,15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982,1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95.7.15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 格致大樓八樓 保管組 
[新增日期] 95年03月31日 
[更正日期] 95年03月31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 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押標金若以現金交付，請於送標單前，先至總務處保管組繳交並領取
收據，不得將現金放入標封內避免遺失。  
[其他]：  
1.廠商必須為本校合格測試過的廠商，未測試過的廠商請務必先與圖書館連繫,以取得合格證
明，否則不能參與議價  
[註]:此案為CUTE95C02因部份書目異動,重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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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5月10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C0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02)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5月19日10時00分 
[開標日期] 95年05月19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954,669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954,669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7.31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 格致大樓八樓 保管組 
[新增日期] 95年05月10日 
[更正日期] 95年05月10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5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 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押標金若以現金交付，請於送標單前，先至總務處保管組繳交並領取
收據，不得將現金放入標封內避免遺失。  
[其他]：  
1.廠商必須為本校合格測試過的廠商，未測試過的廠商請務必先與圖書館連繫,以取得合格證
明，否則不能參與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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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9月18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05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事務設備乙批(細項如附加說明)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9月25日02時00分 
[開標日期] 95年09月25日02時3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292,264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292,264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0.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09月18日 
[更正日期] 95年09月18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2） 稅捐稽微處所發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收據聯  
（3） 廠商信用證明文件者(廠商需提出於開標前半年內非票據交換機構之拒絕往來戶或最近
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設備項目]:數位單眼相機.相機鏡頭.護貝機.DVD播放機.有線麥克風.混音前級.鐵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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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9月18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0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軟體(3D Studio Max及MAYA)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小姐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9月25日02時30分 
[開標日期] 95年09月25日03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55,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5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0.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09月18日 
[更正日期] 95年09月18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理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理單位]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2） 稅捐稽微處所發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收據聯  
（3） 廠商信用證明文件者(廠商需提出於開標前半年內非票據交換機構之拒絕往來戶或最近
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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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09月25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07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軟體(3D Studio Max及MAYA)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小姐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09月29日09時30分 
[開標日期] 95年09月29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55,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5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0.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09月25日 
[更正日期] 95年09月25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理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理單位]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2） 稅捐稽微處所發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收據聯  
（3） 廠商信用證明文件者(廠商需提出於開標前半年內非票據交換機構之拒絕往來戶或最近
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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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11月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08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製程環境分析機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11月07日09時30分 
[開標日期] 95年11月07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4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4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1.3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11月01日 
[更正日期] 95年11月01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理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理單位]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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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11月07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08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製程環境分析機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組長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11月10日09時40分 
[開標日期] 95年11月10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4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4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2.1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11月07日 
[更正日期] 95年11月07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理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理單位]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第 1 頁，共 2 頁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2007/1/18file://G:\辦公室\公開招標\95B08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2.ht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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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11月08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12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通訊實驗器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小姐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11月14日09時40分 
[開標日期] 95年11月14日10時00分 
[履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24,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2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2.1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11月08日 
[更正日期] 95年11月08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告日期]20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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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5年11月15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CUTE95B12 [機關代碼]10.1.1.3.80.76.28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中國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招標單位名稱] 中國科技大學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通訊實驗器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統包]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電子報價]否 
[聯絡人(或單位)] 洪小姐 
[電話] (02)2931-3416轉2172 
[傳真] 29340442 
[截止收件期限] 95年11月20日13時40分 
[開標日期] 95年11月20日14時00分 
[履約地點] 新竹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124,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12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履約期限] 95.12.20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格致大樓802) 或電子領標 
[新增日期] 95年11月15日 
[更正日期] 95年11月15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親自來校領取(台北市興隆路三段56號保管組)  
2.附填寫好住址及收件人之回郵信封及75元郵票，寄至保管組  
3.電子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書表費-現金100元  
[開標地點]：格致大樓八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報價5%  
[廠商資格摘要]：(1)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公司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  
 
 
 
 
 
[公告日期]200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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