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15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DSP 電動機控制實驗教學系統 30套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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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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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5月 30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5月 31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內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5月 13日 
[更正日期] 91年 0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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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投標期限內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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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執照，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
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6：30）由專人至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
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
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16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機系數位示波器 40台，電子系數位示波器 30台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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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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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5月 30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5月 31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內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5月 13日 
[更正日期] 91年 0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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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投標期限前由專送達或郵遞至本校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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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執照，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6：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
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0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微軟軟體全校授權一年期(以 547人計) 
[標的分類] 財物類其它 
[補充說明] 電腦軟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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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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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6月 20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6月 21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內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6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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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收件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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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執照，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
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6：30）由專人至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
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
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1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算中心全校網路架設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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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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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6月 20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6月 21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內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6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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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收件期限前由專人送報或郵遞至本校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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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執照，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
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6：30）由專人至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
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
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2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餐飲科申購烘焙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食物處理及調理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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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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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6月 20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6月 21日 09時 2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內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6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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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收件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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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執照，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6：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
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更正時間 : 民國 91年 06月 06日 10:30] 
＊標案項目數量摘要：1.示範工作檯*1座/2.教學用反射鏡*1座/3.麵食工作檯*7座/4.立式四門冷
藏冰箱*1座/  
5.冷立四門冷凍冰箱*1座/6.立式雙門急速冷凍櫃*1座/7.電熱水器*1座/  
8.活動式烤盤架*2座/9.一貫攪拌機*11台/10.多翼式風車*1台/11.電烤箱排氣罩*5台。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3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投影設備壹批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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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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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投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7月 25日 11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7月 26日 09時 15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訂約後 6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7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7月 0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案本校保留續購權利至 91年 10
月 31日止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報價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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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暑期每日上午 8：10—11：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
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投影設備壹批內容含：＊液晶實物投影機*1台 ＊單槍投影機*4台 ＊投影機*15台等共計 8
項。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4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個人電腦共計 278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
共計 29項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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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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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7月 25日 11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7月 26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91年 8月 31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7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7月 0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案本校保留續購權利至 91年 10
月 31日止。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報價金額 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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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暑期每日上午 8：10—11：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
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5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機系館增加配電系統工程 
[標的分類] 電力工程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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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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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07月 25日 11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07月 26日 09時 4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91年 9月 10日前完工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7月 05日 
[更正日期] 91年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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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期限前由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報價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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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甲級電
器承裝業。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暑期每日上午 8：10—11：30）由專
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
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0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
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0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市調系統軟體及硬體乙套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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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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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1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10月 14日 08時 3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民國 91年 11月 1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更正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上限：決標金額 2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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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上午 8：10—14：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
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市調系統軟體及硬體乙套內含：  
1.市調伺服器*1套  
2.市調主管電腦*1套  
3.市調訪員電腦*6套  
規格明細詳見標單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1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自動化引擎馬力測試系統及引擎馬力測試感測模組各一套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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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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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1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10月 14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民國 91年 11月 1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更正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上限：決標金額之 2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止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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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14：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自動化引擎馬力測試系統一套內含：  
1.水冷式渦電流動力計及安全防護網*1 2.微電腦動力計控制器*1 3.節流閥位置控制器*1  
4.自動化引擎測試系統*1 5.工業級電腦*1 6.引擎感應器輸入系統*1  
7.引擎警報及啟動控制單元*1 8.重量式燃料消耗計*1 9.引擎冷卻水溫度控制系統*1  
10.傳動軸*1 11.儀器箱*1 12.引擎測試台*1  
13.2000CC燃料噴射 V6測試用引擎*1 14.磁性濾清器*1 15.動力計校正系統*1  
16.桌上型 PC及電腦桌*1  
＊引擎馬力測試感測模組一套內含：  
1.質量式引擎進氣流量計 2.汔缸燃料洩漏計 3.引擎轉速計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2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語言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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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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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1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10月 14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民國 91年 11月 1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更正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上限：決標金額之 2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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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14：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語言教室設備內含：  
1.多媒體數位式語言學主機*1套 2.教師錄音座*2座 3.學生錄音座*60台 4.麥克風*1批(61組)  
5.數位教學系統*1*1套 6.交換式集線器*2台 7.數位式單槍投影機*1台 8.錄放影音光碟機*1組  
9.前後級混音擴大機*1台 10.高效率壁掛揚聲器*4台 11.語言設備電源供應器*2台 12.教師主控
桌含輔助櫃*1座  
13.高級雙人學生桌*30張 14.語言教室座椅*1批(教師座椅*1張，學生座椅*60張)  
15.階梯高架地板及屏風*1式 16.置物櫃*1式 17.電源配線及測試*1式 18.筆記型電腦*2台  
19.學生學習平台設備*30組 20.液晶螢幕*30台 21.網路佈線*30組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3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媒體電腦 6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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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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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1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10月 14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投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民國 91年 11月 1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09月 26日 
[更正日期] 91年 09月 30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上限：決標金額之 2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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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其他]：  
[廠商資格摘要]：營利事業登記證，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14：30）由專人至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武技術學院」為
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50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91)光購字第 A050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媒體觀光餐旅資訊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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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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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第二（或以上）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29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1年 10月 30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市  
[履約期限] 民國 91年 11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1年 10月 11日 
[更正日期] 91年 10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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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採購組 
[押標金額度] 報價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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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14：30）由專人至光武
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領取或郵購（112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四百元整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光
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四百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購。  
〔受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
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30，(02)8789-7523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中油大樓）  
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49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51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觀光餐旅教育中心規劃案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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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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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1年 10月 28日 17時 00分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00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子系館各樓層天花板修護工程乙式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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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 12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0年 12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9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242010 
[廠商名稱] 海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三０一巷五五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22585-685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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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祥工程行 碩韋工程有限公司 家盟營造有限公司 安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月 24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002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學區排水系統改善工程乙式 
[標的分類] 1B2【防洪排水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52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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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 12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0年 12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2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242010 
[廠商名稱] 海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三０一巷五五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2858-36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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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亥鴻有限公司 晉餘企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筌德水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月 24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3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工業配線自動化教學模組一套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轉 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725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7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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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3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3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6998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6267365 
[廠商名稱] 富于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縣板橋市信義路 107號 5樓之 1 
[廠商電話] (02)2957715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6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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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教工業有限公司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隆電機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4月 10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高精度單眼工具顯微鏡〈雙軸〉一套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轉 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2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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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3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3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6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2198028 
[廠商名稱] 台灣三豐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一路 123號五樓 
[廠商電話] (02)229952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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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建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政昌貿易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4月 10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6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8052模擬器(ICE) 40台及萬用型燒錄器 6台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轉 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744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69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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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3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3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66084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34296946 
[廠商名稱] 力浦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 609巷 4號 6樓之 4 
[廠商電話] (02)2999186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66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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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新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4月 10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4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輔助繪圖軟體一式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轉 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7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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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4月 1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4月 22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9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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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0-363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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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橋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知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5月 6日 
[附加說明] 
＊為因應「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等課程之教學需求，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

條規定，經校長授權主持人核准在超過核定底價百分之八以內，當場依法決標予

第三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12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1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活動舞台 12座 
[標的分類] 378【娛樂及運動器材】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2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9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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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5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5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158245 
[廠商名稱] 羲騏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山區天祥路六號七樓 
[廠商電話] (02)2618-4242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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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舶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廷尚企業有限公司 呈德金屬家具有限公司 韋勝鋼管家
具有限公司 福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同勇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7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16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1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機系數位示波器 40台，電子系數位示波器 3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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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507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4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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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5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5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45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037459 
[廠商名稱] 拓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文山區興隆路四段１２６號２樓 
[廠商電話] 02-2916-0977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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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爾大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中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7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01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01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DSP 電動機控制實驗教學系統 3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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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258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1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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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5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5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779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4988233 
[廠商名稱] 卓傑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萬華區西園路２段２６１巷２１號１樓 
[廠商電話] 02-2709-981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7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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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賓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鵬
股份有限公司 全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俊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7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算中心全校網路架設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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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94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4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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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1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9488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4218848 
[廠商名稱] 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巿東大路二段八十三號十二樓之一 
[廠商電話] (03)542-55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9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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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奕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旭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2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2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化工系發酵設備乙式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3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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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9375304 
[廠商名稱] 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九九巷九號六樓 
[廠商電話] 02-8226-2632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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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19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1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化工系高溫真空爐一座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1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9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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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95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9375304 
[廠商名稱] 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九九巷九號六樓 
[廠商電話] 02-8227-352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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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6月 21日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2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餐飲科申購烘焙教室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373【食物處理及調理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379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16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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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1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746422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4848509 
[廠商名稱] 弘翔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板橋巿南雅西路二段 301巷 41弄 5號 
[廠商電話] 02-2992-219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74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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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榮食品機械器具股份有限公司 益伸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晉昆不銹鋼有限公
司 全文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華進不銹鋼金屬有限公司 頂益不銹鋼工業有限公
司 鑫忠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詠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29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2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DV攝影機前製作業系統乙套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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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1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9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05709926 
[廠商名稱] 有榮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七六號六樓之三 
[廠商電話] 02-2351-21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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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特機事業有限公司 明祥傳播企業有限公司 瑋錫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27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2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壓電感測量測器乙組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55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3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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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1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23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013111 
[廠商名稱] 科鳴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２０３號１２樓 
[廠商電話] 02-2701-628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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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霖科技有限公司 麥思科技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28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2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學電腦數值控制用放電加工機乙台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86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8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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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6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6月 1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7048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4501106 
[廠商名稱] 新匯優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新店巿北宜路一段三九巷二號四樓 
[廠商電話] 07-238-3515 
[決標金額 ]新台幣 7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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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鉅盟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亞特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鐵展機械有限公司 漢鴻國
際有限公司 鴻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機系館增加配電系統工程 
[標的分類] 1H2【電力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5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36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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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7月 0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7月 2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36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2418992 
[廠商名稱] 宏于電機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樹林鎮新興街 20號 
[廠商電話] (02)8686-90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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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欣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晉餘企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信成企業社 熹本水電有限
公司 勝營有限公司 高任工程有限公司 廣技工程有限公司 勝旗工程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7月 2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0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微軟軟體全校授權一年期(以 547人計) 
[標的分類] 399【財物類其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256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2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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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7月 0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7月 2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198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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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0-363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1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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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7月 29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3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投影設備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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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投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5367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1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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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7月 0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7月 2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254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9133509 
[廠商名稱] 學豐貿易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八三巷一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2341-327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9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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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安商業機器有限公司 宏聯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誼興電業有限公司 韋昕實業有
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7月 29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0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市調系統軟體及硬體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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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22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0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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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9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049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794929 
[廠商名稱] 玉瑪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縣新莊市思源路二八七巷十七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299302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0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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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藍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8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影印機 2台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87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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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2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742954 
[廠商名稱] 耀椿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萬華區西園路二段１５５號１０樓 
[廠商電話] 02-2302-9053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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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威辦公
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國碩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2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語言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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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402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3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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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9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29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70465071 
[廠商名稱] 淞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景後街九七號五樓之三 
[廠商電話] 02-8663-30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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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皓君科技有限公司 丞新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3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媒體電腦 6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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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3545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2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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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27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70476725 
[廠商名稱] 康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五二巷一九弄三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27298363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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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耀椿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6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數位相機 4台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917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7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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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7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301017 
[廠商名稱] 誼興電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六二九巷六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8797-578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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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榮有限公司 長勵實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6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3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媒體電腦軟體乙批共計十三項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6753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9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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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92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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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0363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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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碁峰資訊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4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期刊乙批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5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4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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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367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748660 
[廠商名稱] 吾揚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信義區信安街一二巷一號六樓 
[廠商電話] 02-2736-3548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3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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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4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4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自動化引擎馬力測試系統及引擎馬力測試感測模組
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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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6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5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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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9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4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434305 
[廠商名稱] 萬象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永和巿中山路一段一六八號一○樓 
[廠商電話] 02-8923-00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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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唐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4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3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個人電腦共計 278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
共計 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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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0654433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05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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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08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08月 1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047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2458558 
[廠商名稱] 合華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淡水鎮八勢里中正東路二段六十九之３號６樓 
[廠商電話] 02-2809461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0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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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騰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衛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1月 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5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1)光購字第 A05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觀光餐旅教育中心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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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8561072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7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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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10月 2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1年 10月 30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586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395747 
[廠商名稱] 洪安興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南投縣南投巿仁和路二六號 
[廠商電話] 049-2588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5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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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軒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鴻松壁紙有限公司 鑫忠不鏽鋼工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1月 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89)光購字第 067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個人電腦 95台，雷射印表機 3台，彩色雷射印表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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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理由] 取消採購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2月 6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0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微軟軟體全校授權一年期 
[標的分類] 399【財物類其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理由]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6月 21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4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個人電腦共計 278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
共計 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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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理由] 廢標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7月 29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34號  
[無法決標序號]02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個人電腦共計 278台，筆記型電腦 4台及週邊設備
共計 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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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理由] 廢標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7月 29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9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光武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112 北市北投區一德街 151號 
[案號] (91)光購字第 A050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媒體觀光餐旅資訊教室設備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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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理由] 廢標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1年 11月 1日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