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1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購置 92年西文期刊 137 種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01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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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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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3,01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5 月 22 日 17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5 月 26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或英文  

[履約地點] 雲林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天內  

[新增日期] 92年 05 月 0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5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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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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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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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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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7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二級實驗室環境工程設計及施工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補充說明] 實驗室空間設計及施工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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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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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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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標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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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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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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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7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07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二級實驗室環境工程設計及施工 

[標的分類] 199【工程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9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09 月 1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09 月 30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92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52478790 

[廠商名稱] 泰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南投縣南投巿南崗工業區工業北路三五號 

[廠商電話] 049-2250833 

[決標金額]新台幣 92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亞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繼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5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自動化系採購網路型 PLC 訓練器等儀器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68,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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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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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68,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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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組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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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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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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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3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奈米三維定位系統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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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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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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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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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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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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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9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商設系採購電腦繪圖軟體等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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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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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10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10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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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2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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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柒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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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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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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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9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09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商設系採購電腦繪圖軟體等 

[標的分類] 369【訓練器材】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03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09 月 22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03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105,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2464813 

[廠商名稱] 第三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信義區信義路五段十八號Ｂ一 

[廠商電話] 04-2471160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105,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6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6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通系採購 Call Managwr 等儀器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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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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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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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標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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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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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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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其他]：1.Call Manager 軟體保固期限 3年，其他保固期限 1年。  

2.投標廠商在中部地區須設有公司或分公司，以確保服務之品質。  

3.得標廠商於決標後五日內提出保固證明書正本各乙份。  

4.得標廠商需提供五日(含)以上，每日六小時(含)以上教育訓練課程，及至少四人份紙本教材，並須

與使用單位討論 IP Telephony 與 VOIP 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5.投標商須於開標前提供教育訓練課程內容主題給使用單位。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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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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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0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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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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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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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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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契約編號] CKIT92004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0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7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3448553 

[廠商名稱]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二段一五七號二樓 

[廠商電話] 0227552266 

[決標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1 月 17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原子力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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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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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0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0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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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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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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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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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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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契約編號] CKIT92002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原子力顯微鏡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2,605,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0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7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70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30894370 

[廠商名稱]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巿民生路二０二號二樓 

[廠商電話] 035526201 

[決標金額]新台幣 2,7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1 月 17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8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算中心採購防火牆及入侵(IDS)偵測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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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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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10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10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6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2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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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壹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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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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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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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8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08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算中心採購防火牆及入侵(IDS)偵測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51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09 月 19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03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59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70762277 

[廠商名稱] 岱昇科技股粉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民權二路 8 號 15樓之 1 

[廠商電話] 07-336065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59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6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9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商設系採購電腦繪圖軟體等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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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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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10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10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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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8 月 2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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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柒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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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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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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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0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微軟軟體校園授權方案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069,061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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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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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69,061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2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2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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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0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05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1 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伍萬參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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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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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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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10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CKIT92010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微軟軟體校園授權方案 

[標的分類] 369【訓練器材】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69,061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96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09 月 09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09 月 24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95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3737093 

[廠商名稱] 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南港區南港路三段五十巷七號五樓 

[廠商電話] 02-27882408 

[決標金額]新台幣 95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億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9 月 24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7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二級實驗室環境工程設計及施工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補充說明] 實驗室空間設計及施工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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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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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30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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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標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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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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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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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1.本案預計上午九時審查廠商資格及規格標，下午開價格標。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6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通系採購 Call Managwr 等儀器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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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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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30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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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標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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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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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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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1.Call Manager 軟體保固期限 3年，其他保固期限 1年。  

2.投標廠商在中部地區須設有公司或分公司，以確保服務之品質。  

3.得標廠商於決標後五日內提出保固證明書正本各乙份。  

4.得標廠商需提供五日(含)以上，每日六小時(含)以上教育訓練課程，及至少四人份紙本教材，並須

與使用單位討論 IP Telephony 與 VOIP 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5.投標商須於開標前提供教育訓練課程內容主題給使用單位。  

6.本案預計上午九時審查廠商資格及規格標，下午開價格標。  

7.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6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契約編號] CKIT92006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通系採購 Call Managwr 等儀器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81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0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4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6299583 

[廠商名稱] 冠揚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信義區松德路一八號六樓 

[廠商電話] 02-2345019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固特通信有限公司 國際豪康科技股份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4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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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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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30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0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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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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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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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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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1.本案預計上午九時審查廠商資格及規格標，下午開價格標。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3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奈米三維定位系統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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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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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30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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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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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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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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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1.本案預計上午九時審查廠商資格及規格標，下午開價格標。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03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奈米三維定位系統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65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09 月 1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09 月 30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775,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706487 

[廠商名稱] 智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永和巿秀朗路二段一○六巷七弄一號二樓 

[廠商電話] 0282187699 

[決標金額]新台幣 1,775,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1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原子力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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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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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30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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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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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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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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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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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1.本案預計上午九時審查廠商資格及規格標，下午開價格標。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1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採購四站式多功能訓練機等設備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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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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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09 月 2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09 月 2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0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17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1 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伍萬陸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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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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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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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更正時間 : 民國 92年 09 月 17 日 15:31] 

[補充說明]：1.本案採購品名第三項高級不銹鋼啞鈴組架中，啞鈴材質需為包膠，重量需包含 5磅

～50 磅。  

2.本案採購品名第四項規格更正為M-150B。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2年中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607,867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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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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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607,867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03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至 92年 11 月 30 日止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7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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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壹拾參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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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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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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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1.詳細書目公佈於本校圖書館網頁。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8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算中心採購防火牆及入侵(IDS)偵測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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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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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03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6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7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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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壹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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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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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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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9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商設系採購電腦繪圖軟體等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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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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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1,67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03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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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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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柒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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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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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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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3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2年西文期刊 178 種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4,373,015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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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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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4,373,01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1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1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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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09 月 2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0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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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貳拾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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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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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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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運休系購置電動跑步機等設備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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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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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17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1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2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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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伍萬陸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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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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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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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3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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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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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17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1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0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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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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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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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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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3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光中心採購原子力顯微鏡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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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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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9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17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1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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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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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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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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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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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06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3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通系採購 Call Managwr 等儀器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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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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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12,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1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1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4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3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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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投標標價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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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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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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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金額度]：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他]：1.Call Manager 軟體保固期限 3年，其他保固期限 1年。  

2.投標廠商在中部地區須設有公司或分公司，以確保服務之品質。  

3.得標廠商於決標後五日內提出保固證明書正本各乙份。  

4.得標廠商需提供五日(含)以上，每日六小時(含)以上教育訓練課程，及至少四人份紙本教材，並須

與使用單位討論 IP Telephony 與 VOIP 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5.投標商須於開標前提供教育訓練課程內容主題給使用單位。  

6.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5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CKIT92015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大樓無障礙廁所整建工程 

[標的分類] 文教類工程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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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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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建國技術學院總務處營繕組蔡慶豐秘書 

[電話] 04-7111111-1503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2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20 日 17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21 日 15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建國技術學院行政中心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中華民國 92年 11 月 30 日前完工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6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06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1 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建國技術學院總務處營繕組 

[押標金額度] 以投標金額百分之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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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資格摘要]：丙級以上營造廠，具營利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類別需包含工程相關類別)，未受

主管機關限制不得投標之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最近一期者可以上一期代之)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上班時間親至建國技術學院總務處營繕組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參佰元整  

[其他]：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1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CKIT92015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大樓無障礙廁所整建工程 

[標的分類] 1F0【文教類工程】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建國技術學院總務處營繕組蔡慶豐秘書 

[電話]04-7111111-150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1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0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21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1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4846376 

[廠商名稱] 成都營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巿北屯區雷中街一八巷三號五樓之一 

[廠商電話] 04-24753166 

[決標金額]新台幣 1,01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佑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金戶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詳益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21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7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機系購置交流伺服馬達控制系統等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6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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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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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6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31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3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1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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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捌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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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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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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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17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CKIT92017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機系購置交流伺服馬達控制系統等設備 

[標的分類]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65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3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1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31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40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2517846 

[廠商名稱] 中教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巿南區樹義一巷一二之五號一樓 

[廠商電話] 04-22619369 

[決標金額]新台幣 1,4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俊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1 月 18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2年中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607,867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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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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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607,867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2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2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至 92年 11 月 30 日止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15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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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壹拾參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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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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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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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1.詳細書目公佈於本校圖書館網頁。2.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1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12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2年中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2,607,867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2,2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1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24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179,7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97330718 

[廠商名稱] 長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巿西區三民路一段七十號一樓 

[廠商電話] 04-23714529 

[決標金額]新台幣 2,179,7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寶慶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0 月 24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6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購置 93年度西文期刊一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6,040,562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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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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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6,040,562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31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3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依合約規定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09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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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參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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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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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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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3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2年西文期刊 178 種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4,373,015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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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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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4,373,01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0 月 31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0 月 3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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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21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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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貳拾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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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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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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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運休系購置電動跑步機等設備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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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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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1 月 11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1 月 1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29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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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伍萬陸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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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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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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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案號] CKIT9201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CKIT92014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運休系購置電動跑步機等設備 

[標的分類] 369【訓練器材】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04-7111111-1508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89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年 10 月 31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年 11 月 11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75,9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6290595 

[廠商名稱] 駿康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四段二五之三四號 

[廠商電話] 02-25781112 

[決標金額]新台幣 875,9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快馬服裝社  

[登錄日期]民國 92年 11 月 11 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4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運休系購置電動跑步機等設備 

[標的分類] 訓練器材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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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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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23,2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1 月 11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1 月 1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15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29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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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伍萬陸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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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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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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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8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子系購置 E-Beam Gun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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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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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1 月 14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1 月 14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8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0 月 29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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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玖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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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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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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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2018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子系購置 E-Beam Gun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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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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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年 11 月 25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年 11 月 25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8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2年 11 月 14 日 

[更正日期] 92年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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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玖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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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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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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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3001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子系購置 E-beam gun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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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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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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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年 02 月 06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02 月 06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60 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測試  

[新增日期] 93年 01 月 14 日 

[更正日期] 93年 0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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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玖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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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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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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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3年 01 月 30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CKIT9300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採購 93年西文期刊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24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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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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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電話] 04-7111111-1508 

[傳真] 04-7111170 

[預算金額]新台幣 2,24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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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年 02 月 18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02 月 18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彰化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依合約規定  

[新增日期] 93年 01 月 29 日 

[更正日期] 93年 0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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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金額度] 新台幣壹拾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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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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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相關之類別、未受主管機

關限制不得投標廠商、需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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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