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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4/05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無線網路AP控制器等設備
[標案案號]CTU101001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電算中心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4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70,000元整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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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4/20 08:30
[開標時間]101/04/20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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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
別、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台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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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無線網路AP控制器等設備
[標案案號]CTU101001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4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70,000元整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5/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5/17 08:30
[開標時間]101/05/17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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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
別、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台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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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8
[機關代碼]7711922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標案案號]CTU101001
[標案名稱]無線網路AP控制器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05/17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彰化縣－彰化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17
[決標公告日期]101/05/18
[契約編號]CTU10100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365,000元
[總決標金額]1,36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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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8926214
[得標廠商名稱]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4臺中市北區 太原南二街159號9樓之1
[得標廠商電話]04- 22066028
[決標金額]1,3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7－101/06/1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無線網路AP控制器等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360,000
[底價金額]1,36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7711922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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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4/13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防曬係數分析儀與全臉肌膚色差分析儀
[標案案號]CTU101002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美容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8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92,500元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4/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4/27 08:30
[開標時間]101/04/27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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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
別、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台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8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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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防曬係數分析儀與全臉肌膚色差分析儀
[標案案號]CTU101002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8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92,500元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5/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5/17 08:30
[開標時間]101/05/17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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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
別、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8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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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8
[機關代碼]7711922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陳冠宇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7
[傳真號碼]04-7111170
[標案案號]CTU101002
[標案名稱]防曬係數分析儀與全臉肌膚色差分析儀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05/17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彰化縣－彰化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8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17
[決標公告日期]101/05/18
[契約編號]CTU1010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500,000元
[總決標金額]1,495,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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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8952423
[得標廠商名稱]丞均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3臺中市西區 區河南路2段86號2樓
[得標廠商電話]04- 36060906
[決標金額]1,49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7－101/06/1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防曬係數分析儀與全臉肌膚色差分析儀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丞均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495,000
[底價金額]1,50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7711922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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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7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機機械實驗裝置
[標案案號]CTU101003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47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35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6/0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6/22 08:30
[開標時間]101/06/22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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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別、未受主管機關限
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4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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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7/02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機機械實驗裝置
[標案案號]CTU101003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47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35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7/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7/13 08:30
[開標時間]101/07/13 11: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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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別、未受主管機關限
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台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4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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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7/20
[機關代碼]7711922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標案案號]CTU101003
[標案名稱]電機機械實驗裝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07/13 11: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彰化縣－彰化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7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7/13
[決標公告日期]101/07/20
[契約編號]CTU1010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428,000元
[總決標金額]1,425,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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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5046720
[得標廠商名稱]鈺德電機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新北市樹林區 味王街12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6683036
[決標金額]1,42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7/13－101/08/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機機械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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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電機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1,425,000
[底價金額]1,428,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7711922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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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7/18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整合式查詢系統
[標案案號]CTU101005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2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60000元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7/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8/09 08:30
[開標時間]101/08/09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75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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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
別、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台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備註:本案為校內經費,不受政府採購法規定.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電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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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8/10
[機關代碼]7711922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標案案號]CTU101005
[標案名稱]整合式查詢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08/09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彰化縣－彰化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2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8/09
[決標公告日期]101/08/10
[契約編號]CTU1010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100,000元
[總決標金額]98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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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0新竹市東區 路192號9樓之1
[得標廠商電話]02- 23956966 分機 2370
[決標金額]9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8/09－101/11/2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整合式查詢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80,000
[底價金額]1,1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926214
[未得標廠商名稱]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6859403
[未得標廠商名稱]飛資得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2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7711922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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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1/07/20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高解析度快速球攝影機等設備
[標案案號]CTU101006
[機關代碼]77119224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510,171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75500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1/07/2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1/08/16 08:30
[開標時間]101/08/16 10:00
[開標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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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類別需包含與採購設備主題相關之類別、未受主管機關限
制不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不及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標：附回郵大信封
貼足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本案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23。教育部採購稽核
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02)23976950。法務部調查局
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彰化縣調查站、彰化市卦山路12號、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4)7248888。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
話：02-27208889分機1059、傳真：02-27205870）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金額]1,510,1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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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2/21 9:32:3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2/22
[機關代碼]77119224
[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聯絡人]沈家強
[聯絡電話]04-7111111分機1508
[傳真號碼]04-7111170
[標案案號]CTU101006
[標案名稱]高解析度快速球攝影機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62電力傳輸、控制設備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08/16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彰化縣－彰化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510,171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8/16
[決標公告日期]102/02/22
[契約編號]CTU1010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450,000元
[總決標金額]1,448,2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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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12913298
[得標廠商名稱]嵩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 何仁里洛陽路118巷10號7樓之2
[得標廠商電話]04- 23150313
[決標金額]1,448,2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8/16－101/11/1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高解析度快速球攝影機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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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7
[決標金額]1,448,200
[底價金額]1,4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2923666
[未得標廠商名稱]聯太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06,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0084522
[未得標廠商名稱]鈞博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92,4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7711922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建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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