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0.93.16>之歷次中文公開招標公告 

登錄日期 
(民國年/
月/日)  

標的案號 
序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

要  
標的分類

招標狀

態  
開標日

期 

92/08/15 
(92)光購
字第 A046
號 

03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

共 17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二次

及以後

公開招

標 

92/08/29

92/08/15 
(92)光購
字第 A045
號 

03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壹批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二次

及以後

公開招

標 

92/08/29

92/08/14 
(92)光購
字第 A050
號 

02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

心設備共三十項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8/29

92/07/30 
(92)光購
字第 A046
號 

02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

共 17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二次

及以後

公開招

標 

92/08/13

92/07/29 
(92)光購
字第 A045
號 

02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壹批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8/13

92/07/29 
(92)光購
字第 A051
號 

01 
機電整合研究所申購個

人電腦 25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8/13

92/07/29 
(92)光購
字第 A050
號 

01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

心設備共三十項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8/13

92/07/01 
(92)光購
字第 A045
號 

01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壹批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7/18

92/07/01 
(92)光購
字第 A046
號 

01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

共 17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7/18

92/04/25 (92)光購 01 數位式攝影棚導播副控 儀器及實 第一次 92/05/05



字第 A039
號 

暨非線型剪輯系統及視

訊隨選系統各壹套  
驗室設備 公開招

標 

92/04/21 
(92)光購
字第 A038
號 

01 量測儀器壹套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5/02

92/04/09 
(92)光購
字第 A013
號 

02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
電腦主機 30套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4/16

92/03/31 
(92)光購
字第 A018
號 

02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4/16

92/03/31 
(92)光購
字第 A017
號 

02 個人電腦 62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4/16

92/03/31 
(92)光購
字第 A015
號 

02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
四項設備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4/16

92/03/12 
(92)光購
字第 A011
號 

01 
電機系個人電腦 30台及
電子系個人電腦 3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1

92/03/12 
(92)光購
字第 A018
號 

01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8

92/03/11 
(92)光購
字第 A017
號 

01 個人電腦 62台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8

92/03/10 
(92)光購
字第 A015
號 

01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
四項設備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6

92/03/07 
(92)光購
字第 A013
號 

01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
電腦主機 30套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6

92/03/05 
(92)光購
字第 A010
號 

01 
電子系信號噪音量測表 1
台及數位儲存示波器1台
及電通系數位示波器 25

儀器及實

驗室設備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1



台  

92/03/05 
(92)光購
字第 A005
號 

01 
九十二年度西文期刊乙

批  

書、地圖

及其他刊

物 

第一次

公開招

標 

92/03/21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6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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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 A04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0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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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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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8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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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8月 1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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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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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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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次招標已領標者，請以購買標單收據換領第二次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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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5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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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8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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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2,856,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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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8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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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8月 1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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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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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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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共含：1.個人電腦*60台（電機系） 2.電腦硬碟料安全卡—還原卡*21片
（國貿科）  
3.桌上型電腦*6台（外語科） 4.多媒體電腦*4台（餐飲科） 5.多媒體電腦*3
台（餐飲科）  
6.彩色噴墨印表機*2台（餐飲科）7.儲存器*7台（餐飲科） 8.數位相機*1台（企
管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0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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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十項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6,8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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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6,82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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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8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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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8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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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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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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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含設備：1.專業數位攝影機及傳輸介面 2.攝影機遠端控制器 3.攝影機
專用觀景器  
4.攝影機鏡頭及控制器 5.攝影機腳架及滑輪組 6.讀稿及送稿機組 7.數位式微示
波器  
8.數位編輯錄放影機 9.數位錄放影機編輯控制器 10.14吋彩色監視器 11.20吋



彩色監視器  
12.攝影棚冷光燈及控制器 13.攝影棚收音用麥克風 14.多軌式前級混音機 15.數
位式攝影機及遠端控制系統  
16.影音教材放影機 17.實物教材提示設備 18.互動電子白板 19.導播效果機 20.
視訊及圖像處理器  
21.監看螢幕 22.視訊及圖像即時編碼系統 23.隨選視訊系統昇級 24.影音多媒體
後製作系統昇級  
25.影音多媒體後製作系統昇級 26.電腦教學應用系統設備及軟體 27.主控臺及
電腦桌椅建置  
29.攝影棚吸隔音及空調系統建置 30.設備電源及不斷電系統建置 共三十項，數

量均為一組（式）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6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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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 A04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0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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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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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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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3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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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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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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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次招標已領標者，請以購買標單收據換領第二次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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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5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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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8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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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2,856,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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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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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29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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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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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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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共含：1.個人電腦*60台（電機系） 2.電腦硬碟料安全卡—還原卡*21片
（國貿科）  
3.桌上型電腦*6台（外語科） 4.多媒體電腦*4台（餐飲科） 5.多媒體電腦*3
台（餐飲科）  
6.彩色噴墨印表機*2台（餐飲科）7.儲存器*7台（餐飲科） 8.數位相機*1台（企
管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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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整合研究所申購個人電腦 25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0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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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04,5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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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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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29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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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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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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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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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十項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6,8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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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6,82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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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8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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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29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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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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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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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含設備：1.專業數位攝影機及傳輸介面 2.攝影機遠端控制器 3.攝影機
專用觀景器  
4.攝影機鏡頭及控制器 5.攝影機腳架及滑輪組 6.讀稿及送稿機組 7.數位式微示
波器  
8.數位編輯錄放影機 9.數位錄放影機編輯控制器 10.14吋彩色監視器 11.20吋
彩色監視器  
12.攝影棚冷光燈及控制器 13.攝影棚收音用麥克風 14.多軌式前級混音機 15.數
位式攝影機及遠端控制系統  
16.影音教材放影機 17.實物教材提示設備 18.互動電子白板 19.導播效果機 20.
視訊及圖像處理器  
21.監看螢幕 22.視訊及圖像即時編碼系統 23.隨選視訊系統昇級 24.影音多媒體
後製作系統昇級  
25.影音多媒體後製作系統昇級 26.電腦教學應用系統設備及軟體 27.主控臺及
電腦桌椅建置  
29.攝影棚吸隔音及空調系統建置 30.設備電源及不斷電系統建置 共三十項，數



量均為一組（式）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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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8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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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2,856,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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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7月 18日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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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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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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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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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共含：1.個人電腦*60台（電機系） 2.電腦硬碟料安全卡—還原卡*21片
（國貿科）  
3.桌上型電腦*6台（外語科） 4.多媒體電腦*4台（餐飲科） 5.多媒體電腦*3
台（餐飲科）  
6.彩色噴墨印表機*2台（餐飲科）7.儲存器*7台（餐飲科） 8.數位相機*1台（企
管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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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 A046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0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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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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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7月 18日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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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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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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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暑假期間
8:10—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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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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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式攝影棚導播副控暨非線型剪輯系統及視訊隨
選系統各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62,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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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1-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62,768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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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2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5月 05日 08時 2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10日前交貨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2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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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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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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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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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正時間 : 民國 92 年 04月 25日 10:07] 
＊本案第 1-16號專業用數位攝錄放影機規格表中錯誤更正：  
原規格中：二、視訊規格：3.更正為—錄製格式：DV Format,12-bit A/D DSP 數
位處理 one-push Auto  
Focus/Auto Iris功能。  
6.更正為—解析度：錄製訊號可達 700條(含)以上，S/N62dB(含)以上  



配件：1.原廠近接式觀景器 1組、棚內彩色 2.5吋觀景器 1組。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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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量測儀器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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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5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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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30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5月 02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行政大樓六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1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18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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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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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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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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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量測儀器壹套包含：頻譜分析儀 11台，電源供給器 29台，訊號產生器 8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3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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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30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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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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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5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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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處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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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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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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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正時間 : 民國 92 年 04月 09日 09:36] 
＊本案之招標文件中標單內「多媒體電腦主機 30部」之規格表與規格確認表中
之規格不同（為未更正前之規格表）  
已領標廠商請以規格確認表中之規格為準；標單將於開標現場更換或親至本校總

務處採購組更換，造成不便深感抱歉，敬請見諒！！  
1.是否提供釋疑文件：是  
1-1.文件領取地點：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1-2.文件領取方式：請專人以已領之標單內之規格表至本校更換。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8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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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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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1,3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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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5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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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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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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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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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7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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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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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3,0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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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5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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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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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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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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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5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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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125,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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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3,125,575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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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5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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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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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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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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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包含：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準智慧型 24埠交換器 3台，雷射印表機

15台，A3掃描器 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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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個人電腦 30台及電子系個人電腦 3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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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5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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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0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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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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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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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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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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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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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1,3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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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7日 12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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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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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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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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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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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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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3,0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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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7日 12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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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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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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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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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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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125,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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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3,125,575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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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5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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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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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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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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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包含：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準智慧型 24埠交換器 3台，雷射印表機

15台，A3掃描器 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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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30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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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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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月 26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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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處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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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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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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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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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系信號噪音量測表 1台及數位儲存示波器 1台
及電通系數位示波器 25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0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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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08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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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0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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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2 年 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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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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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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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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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二年度西文期刊乙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3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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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 02-2892-7154#3300 
[傳真] 02-2892-8117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38,7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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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9日 17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年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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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民國 92 年 6月 20日以前繳交訂貨/帳單驗收完畢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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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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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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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3.16>之歷次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登錄日期 
(民國年/
月/日)  

標的案號  
序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截止收件

期限 

92/11/17 
(92)光購字
第 A056號 

02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液晶螢幕 2
台，A3噴墨印表機及 A4事務機各 3台  

92/11/21 

92/11/12 
(92)光購字
第 A057號 

01 
筆記型電腦 7台，桌上型電腦 1台，數位

相機 1台  
92/11/21 

92/11/05 
(92)光購字
第 A056號 

01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液晶螢幕 2
台，A3噴墨事務機 3台  

92/11/12 

92/11/05 
(92)光購字
第 A055號 

01 投影及視聽設備壹批  92/11/12 

92/11/04 
(92)光購字
第 A054號 

01 全民英文檢定軟體資料庫三套  92/11/12 

92/09/04 
(92)光購字
第 A053號 

01 無線網路套件及網路設備機組各壹套  92/09/15 

92/08/15 
(92)光購字
第 A047號 

03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92/08/28 

92/07/30 
(92)光購字
第 A047號 

02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92/08/12 

92/07/29 
(92)光購字
第 A052號 

01 
影印機 1台，單槍液晶投影機 1台，手提
式投影機 2台，掛壁銀幕（珠光）2個。 

92/08/12 

92/07/08 
(92)光購字
第 A049號 

01 九十二年度中文圖書乙批  92/07/16 

92/07/01 
(92)光購字
第 A047號 

01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92/07/16 

92/07/01 
(92)光購字
第 A048號 

01 電子系申購燈源接頭與單光儀壹套  92/07/16 

92/06/23 
(92)光購字
第 A044號 

02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項

設備  
92/07/16 

92/06/23 
(92)光購字
第 A042號 

02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92/07/16 

92/06/23 
(92)光購字
第 A043號 

02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備  92/07/16 



92/06/23 
(92)光購字
第 A041號 

02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媒

體壹批  
92/07/16 

92/06/10 
(92)光購字
第 A044號 

01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項

設備  
92/06/19 

92/06/10 
(92)光購字
第 A043號 

01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備  92/06/19 

92/06/10 
(92)光購字
第 A042號 

01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92/06/19 

92/06/10 
(92)光購字
第 A041號 

01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媒

體壹批  
92/06/19 

92/06/10 
(92)光購字
第 A040號 

01 92 年度西文圖書乙批  92/06/19 

92/04/28 
(92)光購字
第 A037號 

02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
計壹台  

92/05/05 

92/04/16 
(92)光購字
第 A037號 

01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
計壹台  

92/04/22 

92/04/16 
(92)光購字
第 A036號 

01 西餐爐台附烤箱七台等五項設備  92/04/22 

92/04/16 
(92)光購字
第 A024號 

01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
計壹台  

92/04/22 

92/04/07 
(92)光購字
第 A035號 

01 鑽石鋸片切割機及桌上型球磨機各壹台  92/04/15 

92/04/07 
(92)光購字
第 A030號 

02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92/04/14 

92/04/03 
(92)光購字
第 A034號 

01 
化工系申購單槍投影機及圖書館申購數

位式 DLP單槍投影機各壹台  
92/04/14 

92/03/31 
(92)光購字
第 A027號 

02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

射印表機 1台  
92/04/15 

92/03/20 
(92)光購字
第 A033號 

01 第四層交換器壹台  92/03/28 

92/03/20 
(92)光購字
第 A032號 

01 無線網路設備壹套  92/03/28 

92/03/20 
(92)光購字
第 A031號 

01 教學用投影機四台  92/03/27 



92/03/19 
(92)光購字
第 A021號 

01 中文期刊一年份(92/05—93/04)乙批  92/03/24 

92/03/17 
(92)光購字
第 A029號 

01 資料擷取介面卡 8片等四項設備  92/03/26 

92/03/17 
(92)光購字
第 A030號 

01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92/03/26 

92/03/17 
(92)光購字
第 A028號 

01 網路設備壹套  92/03/26 

92/03/17 
(92)光購字
第 A022號 

01 手提式屈折度計 2台  92/03/24 

92/03/14 
(92)光購字
第 A025號 

01 
烘箱、4℃冰箱、藥品冷凍櫃、4℃冷藏櫃

各壹座  
92/03/24 

92/03/14 
(92)光購字
第 A027號 

01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

射印表機 1台  
92/03/24 

92/03/14 
(92)光購字
第 A026號 

01 
UV/-VIS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等四項設

備  
92/03/24 

92/03/14 
(92)光購字
第 A023號 

01 金相顯微鏡及數位相機壹套  92/03/24 

92/03/12 
(92)光購字
第 A012號 

01 懸掛式單槍投影機乙台等設備共五項  92/03/19 

92/03/12 
(92)光購字
第 A020號 

01 電腦網路伺服器 2套  92/03/20 

92/03/12 
(92)光購字
第 A019號 

01 線上語言與管理學習系統乙套  92/03/20 

92/03/11 
(92)光購字
第 A016號 

01 語言教室學生學習平台等七項設備  92/03/24 

92/03/07 
(92)光購字
第 A014號 

01 機械系申購影印機乙台  92/03/19 

92/03/05 
(92)光購字
第 A009號 

01 精密伺服控制系統乙套  92/03/13 

92/03/05 
(92)光購字
第 A008號 

01 軟體(Matlab-Simulink及其 Toolbox)乙套  92/03/13 

92/03/05 
(92)光購字
第 A007號 

01 
微衛星通訊專用無線電收發機等四項設

備  
92/03/13 



92/03/05 
(92)光購字
第 A006號 

01 光時域反射儀及光損失測量儀各乙台  92/03/13 

92/01/20 
(92)光購字
第 A004號 

01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

電斷電工程乙式  
92/01/27 

92/01/20 
(92)光購字
第 A003號 

02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

料實驗室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92/01/27 

92/01/17 
(92)光購字
第 A003號 

01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

料實驗室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92/01/24 

92/01/02 
(92)光購字
第 A001號 

01 化工系工安改善工程乙式  92/02/07 

92/01/02 
(92)光購字
第 A002號 

01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

電斷電工程乙式  
92/01/1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6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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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液晶螢幕 2台，A3噴墨
印表機及 A4事務機各 3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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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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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11月 21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民國 92 年 12月 1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
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11月 1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11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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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11月 24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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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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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筆記型電腦 7台，桌上型電腦 1台，數位相機 1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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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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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11月 21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11月 28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11月 12日 
[更正日期] 92 年 11月 1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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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11月 24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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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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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液晶螢幕 2台，A3噴墨
事務機 3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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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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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11月 12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民國 92 年 11月 27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
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11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11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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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11月 17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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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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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投影及視聽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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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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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11月 12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14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14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民國 92 年 11月 27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
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11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11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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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11月 17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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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案項目包括：單槍投影機*1台，14吋電視*4台，28吋電視*1台，DVD放映
機*5台，手提 CD 錄放音機*1台，耳機*8組，冷氣機*1台，隨身 CD Player*6
個。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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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全民英文檢定軟體資料庫三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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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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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11月 12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5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5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民國 92 年 11月 27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11月 0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11月 0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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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11月 17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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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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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無線網路套件及網路設備機組各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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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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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9月 0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9月 0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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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第一次招標已領標者，請以購買標單收據換領第二次標單）  



[比價地點]：92 年 09月 17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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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7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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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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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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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8月 28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8月 1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8月 1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0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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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第一次招標已領標者，請以購買標單收據換領第二次標單）  
[比價地點]：92 年 08月 29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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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案含 1.液晶單槍投影機*2台（資管系）2.多媒體視聽播放系統—單槍投影機
*2台（國貿科）  
3.數位攝影機*1台（國貿科） 4.手提式投影機*2台（企管科）  
5.除濕機*2台（企管科） 6.電漿螢幕*1台（企管科）  
7.數位攝影機*1台（外語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7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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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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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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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3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3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0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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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第一次招標已領標者，請以購買標單收據換領第二次標單）  
[比價地點]：92 年 08月 13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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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案含 1.液晶單槍投影機*2台（資管系）2.多媒體視聽播放系統—單槍投影機
*2台（國貿科）  
3.數位攝影機*1台（國貿科） 4.手提式投影機*2台（企管科）  
5.除濕機*2台（企管科） 6.電漿螢幕*1台（企管科）  
7.數位攝影機*1台（外語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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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影印機 1台，單槍液晶投影機 1台，手提式投影機 2
台，掛壁銀幕（珠光）2個。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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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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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8月 12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69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69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29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29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0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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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8月 13日上午九點整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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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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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九十二年度中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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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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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08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08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每日
8:10至 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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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五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會議室」
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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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案採定價折數比價。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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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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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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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79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0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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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五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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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案含 1.液晶單槍投影機*2台（資管系）2.多媒體視聽播放系統—單槍投影機
*2台（國貿科）  
3.數位攝影機*1台（國貿科） 4.手提式投影機*2台（企管科）  
5.除濕機*2台（企管科） 6.電漿螢幕*1台（企管科）  
7.數位攝影機*1台（外語科）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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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子系申購燈源接頭與單光儀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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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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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52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352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7月 0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0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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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五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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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4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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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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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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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299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299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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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十五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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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採購案內容包含：1.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資料蒐集記錄器*1台 2.高速冷凍離

心機*1台 3.定量送液幫浦（Peristaltic Pump）*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2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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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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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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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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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比

(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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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3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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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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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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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78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78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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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十五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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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採購案共含：1.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1台 2.高倍率生物顯微鏡*2台
3.全自動高壓滅菌器*1台 4.水平式無塵無菌操作台*1台 5.37℃培養箱*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1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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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媒體壹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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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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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7月 16日 11時 3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7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7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2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5:30，暑假期間 8:1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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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7月 1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比

(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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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案採定價折數比價。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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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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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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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6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299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299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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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6月 20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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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採購案內容包含：1.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資料蒐集記錄器*1台 2.高速冷凍離

心機*1台 3.定量送液幫浦（Peristaltic Pump）*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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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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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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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6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78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78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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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6月 20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

室」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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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本採購案共含：1.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1台 2.高倍率生物顯微鏡*2台
3.全自動高壓滅菌器*1台 4.水平式無塵無菌操作台*1台 5.37℃培養箱*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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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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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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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6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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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6月 20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比

(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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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調查局：信箱—郵政 60000號信箱 電話—(02)2911-4950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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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媒體壹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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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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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6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7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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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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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6月 20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六樓會議室」比



(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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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案採定價折數比價。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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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92 年度西文圖書乙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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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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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6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是 
[履約期限] 92 年 09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6月 1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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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6月 20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教學區會議室」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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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案採定價折數比價。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7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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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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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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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5月 05日 09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31日前交貨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28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28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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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5月 05日上午九點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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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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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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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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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22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08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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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23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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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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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西餐爐台附烤箱七台等五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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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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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22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8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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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23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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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設備包含：西餐爐台附烤箱七台，櫥櫃工作台十二台，調理上架六台，水

槽上架六台，調理雙水槽六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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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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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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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22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5月 1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1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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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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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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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鑽石鋸片切割機及桌上型球磨機各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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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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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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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0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0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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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16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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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本校保留增購權利（決標金額之百分之三十）至 92 年 5月 31日止。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30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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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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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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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1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44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44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0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0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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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16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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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容包含：電壓電流勾表 1支，差動式電壓探棒 8支，鉤式電流探棒 8
支。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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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申購單槍投影機及圖書館申購數位式 DLP單
槍投影機各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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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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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1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795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795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4月 0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4月 0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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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16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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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7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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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射印表機 1
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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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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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3265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3265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30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3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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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4月 16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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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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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第四層交換器壹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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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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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8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2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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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31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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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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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無線網路設備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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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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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8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5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35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2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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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31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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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容含：認證 Gateway*1台,無線網路橋接器(Access Point)*5台，
POE(Power Over Ethernet)Integrator*5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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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用投影機四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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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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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7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8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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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8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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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03月 20日 08:35] 



＊本案規格有待修正，故暫停採購，造成不便，敬請見諒！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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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中文期刊一年份(92/05—93/04)乙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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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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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5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5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4月 20日以前繳交訂刊証明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9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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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1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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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03月 19日 10:04] 
＊更正—[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
比(議)價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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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資料擷取介面卡 8片等四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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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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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6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1384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31384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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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8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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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容包含：資料擷取介面卡 8片，可程式控制器含(A/D模組)2組，自動
化伺服程式(PLC)1套，  
數位傳輸介面卡 2片。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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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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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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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6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44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44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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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8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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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內容包含：電壓電流勾表 1支，差動式電壓探棒 8支，鉤式電流探棒 8
支。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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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網路設備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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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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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6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8405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8405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標期限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處
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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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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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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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手提式屈折度計 2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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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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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6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6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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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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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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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烘箱、4℃冰箱、藥品冷凍櫃、4℃冷藏櫃各壹座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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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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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3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3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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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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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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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射印表機 1
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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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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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3265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3265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押標金額度]：  
[其他]：[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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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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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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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UV/-VIS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等四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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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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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07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07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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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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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包含：UV/-VIS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 1台，分光光度計 3支，菌落計數

器 2台，  
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 1台。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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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金相顯微鏡及數位相機壹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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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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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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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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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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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懸掛式單槍投影機乙台等設備共五項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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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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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9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1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1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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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1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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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包括：懸掛式單槍投影機一台，電動螢幕一台，除濕機二台，簡報擴音系

統一套，手提式單槍投影機二台。  
 
 
 
 
 
 
 
 
 
 
[更正時間 : 民國 92 年 03月 12日 14:29] 
※注意！！規格更正！本案第五項—手提式單槍投影機 2部中，  
規格第 5項原為：解析度 2300000以上畫素。  
更正為：解析度 700000以上畫素。造成不便，敬請見諒！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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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腦網路伺服器 2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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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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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0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2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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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1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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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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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線上語言與管理學習系統乙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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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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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0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89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89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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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1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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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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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學生學習平台等七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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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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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24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9957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9957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11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1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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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6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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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包括：學生學習平台 30台，24埠交換式集線器 1台，LCD液晶螢幕 31
台，數位教學系統 30套，  
多媒體耳機 61組，網路佈線 30點，教學支援軟體 1套。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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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申購影印機乙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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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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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9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58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58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7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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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21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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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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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精密伺服控制系統乙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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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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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3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8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38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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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14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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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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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軟體(Matlab-Simulink及其 Toolbox)乙套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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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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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3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9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9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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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14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
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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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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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微衛星通訊專用無線電收發機等四項設備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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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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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3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1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1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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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14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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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設備包含 1.微衛星通訊專用無線收發機 1台 2.高解析度氣象衛星接收解碼

系統 1組  
3.微衛星專用高速終端節點控制器 TNC1台 4.無線電收發機及天線 1組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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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光時域反射儀及光損失測量儀各乙台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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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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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3月 13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2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4月 15日以前交貨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3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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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3月 14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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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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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電斷電工程

乙式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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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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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1月 27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 
[採購金額]新台幣 612685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612685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3月 05日前竣工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1月 2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1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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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2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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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保留得標金額之百分之二十增購權利至 92 年 03月 30日止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3號 [機關代碼] 3.10.93.16 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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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料實驗室排

氣系統改善工程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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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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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1月 27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 
[採購金額]新台幣 784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84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3月 05日前竣工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1月 2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1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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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2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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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保留得標金額之百分之二十增購權利至 92 年 03月 30日止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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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料實驗室排

氣系統改善工程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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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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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1月 24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 
[採購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2月 27日前竣工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1月 13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1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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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24日上午十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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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保留得標金額之百分之二十增購權利至 92 年 03月 30日止  
 
 
 
[更正時間 : 民國 92 年 01月 17日 09:52] 
★★本案因故暫停執行，開標時間容後再行公告，造成誤會敬請見諒！！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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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工安改善工程乙式 
[標的分類] 環境保護類工程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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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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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2月 07日 12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 
[採購金額]新台幣 46704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6704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2月 20日前竣工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1 年 12月 30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1月 0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同業工會證明、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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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0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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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案保留增購權利得標金額之 30%至 92 年 3月 31日止  
 
 
 
 
 
 
 
 
 
 
[更正時間 : 民國 92 年 01月 02日 15:51]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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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08日上午九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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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案保留增購權利得標金額之 30%至 92 年 3月 31日止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2)光購字第 A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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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電斷電工程

乙式 
[標的分類] 工程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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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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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收件期限] 92 年 01月 10日 17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市 



[採購金額]新台幣 51296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1296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2 年 02月 20日前竣工驗收完畢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於截止期限前由專人送達或郵遞至本校總務
處採購組 
[新增日期] 92 年 01月 02日 
[更正日期] 92 年 01月 0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營業事業登記證、最後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於上班時間(每日 8:10至 16:30，寒假期間
(1/17-2/21)8：1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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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肆佰元，親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或以
「光武技術學院」為抬頭之新台幣肆佰元郵局匯票附回郵信封(約 52元郵資)郵
購。  
[比價地點]：92 年 01月 13日上午十點在「光武技術學院集賢廳」比(議)價  
[押標金額度]：報價金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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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案保留增購權利得標金額之 30%至 92 年 3月 31日止  
 
 
 
 
 
 
 
 
 



<3.10.93.16>之歷次中文、中英文決標公告資料簡列 

登錄日期 
(民國年/
月/日)  

招標

方式 
標的案號 

序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決標日

期 

92/09/2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46
號 

01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92/08/29

92/09/2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50
號 

01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

十項 
92/08/29

92/09/2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45
號 

01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92/08/29

92/06/23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40
號 

01 92 年度西文圖書乙批 92/06/20

92/08/1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52
號 

01
影印機 1台，單槍液晶投影機 1台，
手提式投影機 2台，掛壁銀幕（珠光）
2個。 

92/08/13

92/08/1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51
號 

01 機電整合研究所申購個人電腦 25台 92/08/13

92/05/1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39
號 

01
數位式攝影棚導播副控暨非線型剪

輯系統及視訊隨選系統各壹套 
92/05/05

92/05/1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38
號 

01 量測儀器壹套 92/05/02

92/05/1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7
號 

01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
電感計壹台 

92/05/05

92/04/28 公開 (92)光購 01 西餐爐台附烤箱七台等五項設備 92/04/23



取得

報價

單 

字第 A036
號 

92/04/18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8
號 

01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92/04/16

92/04/18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3
號 

01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30
套 

92/04/16

92/04/18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7
號 

01 個人電腦 62台 92/04/16

92/04/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0
號 

01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92/04/16

92/04/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5
號 

01
鑽石鋸片切割機及桌上型球磨機各

壹台 
92/04/16

92/04/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4
號 

01
化工系申購單槍投影機及圖書館申

購數位式 DLP單槍投影機各壹台 
92/04/16

92/04/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7
號 

01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
雷射印表機 1台 

92/04/16

92/04/18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5
號 

01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92/04/16

92/03/31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3
號 

01 第四層交換器壹台 92/03/31



92/03/31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32
號 

01 無線網路設備壹套 92/03/31

92/03/2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8
號 

01 網路設備壹套 92/03/28

92/03/2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9
號 

01 資料擷取介面卡 8片等四項設備 92/03/28

92/03/27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3
號 

01 金相顯微鏡及數位相機壹套 92/03/26

92/03/27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5
號 

01
烘箱、4℃冰箱、藥品冷凍櫃、4℃冷

藏櫃各壹座 
92/03/26

92/03/27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6
號 

01
UV/-VIS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等四項

設備 
92/03/26

92/03/27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16
號 

01 語言教室學生學習平台等七項設備 92/03/26

92/03/26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1
號 

01 中文期刊一年份(92/05—93/04)乙批 92/03/26

92/03/2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1
號 

01
電機系個人電腦 30台及電子系個人
電腦 3台 

92/03/21

92/03/24 公開 (92)光購 01 九十二年度西文期刊乙批 92/03/21



招標 字第 A005
號 

92/03/2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19
號 

01 線上語言與管理學習系統乙套 92/03/21

92/03/2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14
號 

01 機械系申購影印機乙台 92/03/21

92/03/24 
公開

招標 

(92)光購
字第 A010
號 

01
電子系信號噪音量測表 1台及數位儲

存示波器1台及電通系數位示波器25
台 

92/03/21

92/03/2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12
號 

01
懸掛式單槍投影機乙台等設備共五

項 
92/03/21

92/03/24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20
號 

01 電腦網路伺服器 2套 92/03/21

92/03/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9
號 

01 精密伺服控制系統乙套 92/03/14

92/03/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6
號 

01
光時域反射儀及光損失測量儀各乙

台 
92/03/14

92/03/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7
號 

01
微衛星通訊專用無線電收發機等四

項設備 
92/03/14

92/03/17 
公開

取得

報價

(92)光購
字第 A008
號 

01
軟體(Matlab-Simulink及其 Toolbox)
乙套 

92/03/14



單 

92/02/1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3
號 

01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

及材料實驗室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92/01/28

92/02/10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1
號 

01 化工系工安改善工程乙式 92/01/08

92/01/28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4
號 

01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

及漏電斷電工程乙式 
92/01/28

92/01/15 

公開

取得

報價

單 

(92)光購
字第 A002
號 

01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

及漏電斷電工程乙式 
92/01/13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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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6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4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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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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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8月 29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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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二段一二五號九樓 
[廠商電話] 02-2502-806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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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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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50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5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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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5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6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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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8月 29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67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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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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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35-2912 
[決標金額 ]新台幣 67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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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錩國際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9月 24日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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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4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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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金額] 新台幣 2856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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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8月 29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55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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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二段一二五號九樓 
[廠商電話] 02-2502-806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255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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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9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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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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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92 年度西文圖書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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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92-7154#3300 
[預算金額] 新台幣 8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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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6月 20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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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39801 
[廠商名稱] 亞勃克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三重市中興里興德路一二三︱八號三樓 
[廠商電話] 02-8512-455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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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年豐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6月 23日 
[附加說明] 
＊本案採每本版權頁定價折數比價依優先序購買至新台幣八十萬元止，核定底價

9.2折，決標價 9.1折。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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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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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5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影印機 1台，單槍液晶投影機 1台，手提式投影機 2
台，掛壁銀幕（珠光）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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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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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3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8月 1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4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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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3503 
[廠商名稱] 環韋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文山區指南路２段２８號１樓 
[廠商電話] 02-2664-972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4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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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信桃有限公司 信舟電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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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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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5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電整合研究所申購個人電腦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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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5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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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3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8月 1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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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0354 
[廠商名稱] 亞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四七八巷一八弄三二號五樓 
[廠商電話] 02-8797-8689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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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稑錦資訊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頂高國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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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9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3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數位式攝影棚導播副控暨非線型剪輯系統及視訊隨
選系統各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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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91-7154#3300 
[預算金額] 新台幣 1962768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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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5月 05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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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84224 
[廠商名稱] 沙龍特機事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信義區松德路一八０巷八號一樓 
[廠商電話] 02-2500-0765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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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瑋錫企業有限公司 倢麗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5月 14日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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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8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3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量測儀器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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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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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5月 02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2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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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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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610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2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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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5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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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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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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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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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5月 05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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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36588 
[廠商名稱] 儀訊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巿西屯區福安里台中港路三段一二三號四樓之六 
[廠商電話] 02-8866-5850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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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羲科技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5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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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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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3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西餐爐台附烤箱七台等五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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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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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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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6233 
[廠商名稱] 川益不　鋼工程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五股鄉中興路一段４６巷３號 
[廠商電話] 02-2989292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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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進不鏽鋼金屬有限公司 頂昌工業有限公司 鑫忠不鏽鋼工程有限公司 弘翔不

鏽鋼工程有限公司 頂益不鏽鋼工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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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8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 01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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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3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7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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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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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8980 
[廠商名稱] 葵典欣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一段一七六號三樓之一 
[廠商電話] 02-8787-4582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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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汎崙實業有限公司 亞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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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3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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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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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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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8980 
[廠商名稱] 葵典欣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一段一七六號三樓之一 
[廠商電話] 02-8787-4582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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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藍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訊通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汎崙企業有限公司 昕淇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亞冀科技股份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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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7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個人電腦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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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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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55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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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二段一二五號九樓 
[廠商電話] 02-2502-806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255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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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典欣業有限公司 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倫資訊有限公司 汎崙企業有限公

司 三合一資訊有限公司 亞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
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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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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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0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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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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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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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3247 
[廠商名稱] 耕紋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三重市重新路五段六○九巷六號四樓之八 
[廠商電話] 02-2999-3875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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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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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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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鑽石鋸片切割機及桌上型球磨機各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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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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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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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8774 
[廠商名稱] 心龍教育用品社 
[廠商地址] 台北縣板橋市漢生西路 89巷 1-2號 3 樓 
[廠商電話] 02-2805-6419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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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極實業有限公司 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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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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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申購單槍投影機及圖書館申購數位式 DLP單
槍投影機各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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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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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5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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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2454 
[廠商名稱] 柯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士林區德行西路１２４號４樓 
[廠商電話] 02-2550-983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5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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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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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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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2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射印表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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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5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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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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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447 
[廠商名稱] 遠景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路三段五七號一０樓 
[廠商電話] 02-8227-8099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0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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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典欣業有限公司 昕淇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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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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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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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575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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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4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56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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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0354 
[廠商名稱] 亞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四七八巷一八弄三二號五樓 
[廠商電話] 02-8797-8689 



[決標金額 ]新台幣 256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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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葵典欣業有限公司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汎崙企業有

限公司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寶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4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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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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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第四層交換器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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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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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3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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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5973 
[廠商名稱] 永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南港區南港路三段２７０號２樓 
[廠商電話] 02-2782-5209 
[決標金額 ]新台幣 3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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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皓科技有限公司 宇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31日 
[附加說明] 
＊本案永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參拾玖萬捌仟元最低，在高於共同核定底

價 8%以內，經主持人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場宣布決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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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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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無線網路設備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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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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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3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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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7276 
[廠商名稱] 奕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板橋巿大智街五五巷七之一號(二樓) 
[廠商電話] 02-2999-6825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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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懇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恒通網路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31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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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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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網路設備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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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5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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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8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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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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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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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科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奕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陞實業有限公司 合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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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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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資料擷取介面卡 8片等四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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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4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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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8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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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65874 
[廠商名稱] 凱茂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信義區永吉路一八五之一號七樓 
[廠商電話] 02-2760-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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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慧碁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順英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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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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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金相顯微鏡及數位相機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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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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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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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74454 
[廠商名稱] 東榕實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土城巿延吉街五六巷二弄八號四樓 
[廠商電話] 02-2270-7670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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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柏科技有限公司 立行科技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7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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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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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烘箱、4℃冰箱、藥品冷凍櫃、4℃冷藏櫃各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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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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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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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65181 
[廠商名稱] 太安冷凍保鮮櫃設備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三重巿光復路二段１０２巷５３之１號 
[廠商電話] 02-2999-9512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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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忠不鏽鋼工業有限公司 新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達易科技

有限公司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炬安儀器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7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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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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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UV/-VIS紫外光可見光光譜儀等四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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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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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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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2737 
[廠商名稱] 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汐止市康寧街一六九巷三十一號十三樓，十三樓之一、之二、 
[廠商電話] 02-2695-968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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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偉股份有限公司 立行科技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7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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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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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學生學習平台等七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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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7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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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3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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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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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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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太實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7日 
[附加說明] 
＊本案淞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玖拾捌萬元整最低，在高於共同核定底價



8%以內，經主持人依政府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場依法宣佈決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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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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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2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中文期刊一年份(92/05—9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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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92-7154#3300 
[預算金額] 新台幣 45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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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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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28209 
[廠商名稱] 跨越文化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二段七號八樓 
[廠商電話] 02-2729-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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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理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合億資訊文化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跨越文化有限公司以新台幣肆拾貮萬元整最低，在高於共同核定底價 8%以
內，經主持人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場依法宣佈決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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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1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機系個人電腦 30台及電子系個人電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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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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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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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7253 
[廠商名稱] 儷元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北市中正區館前路二號地下一層 



[廠商電話] 02-2331-5166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0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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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璟科技有限公司 創亞國際有限公司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巨倫資訊有限公司 藍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遠景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煌科技有限公司 神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詠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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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5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九十二年度西文期刊乙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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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7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88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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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7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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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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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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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陽文化有限公司 上博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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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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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線上語言與管理學習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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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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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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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6100 
[廠商名稱] 知傳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北市內湖區粉寮街 103號五樓 
[廠商電話] 02-2508-149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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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版資訊有限公司 濬聲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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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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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申購影印機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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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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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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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3503 
[廠商名稱] 環韋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文山區指南路２段２８號１樓 
[廠商電話] 02-2664-972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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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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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0號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子系信號噪音量測表 1台及數位儲存示波器 1台
及電通系數位示波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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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1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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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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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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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610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10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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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爾大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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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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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1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懸掛式單槍投影機乙台等設備共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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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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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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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42439 
[廠商名稱] 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北縣中和市達城路 268號 7F 
[廠商電話] 02-8227-331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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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超視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學豐貿易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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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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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腦網路伺服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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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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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2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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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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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809-4611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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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藍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2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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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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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精密伺服控制系統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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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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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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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5532 
[廠商名稱] 俊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板橋巿雙十路一段三號五樓 
[廠商電話] 02-2270-5135 
[決標金額 ]新台幣 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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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富股份有限公司 日鵬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18日 
[附加說明] 
＊本案得標廠商俊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參拾捌萬伍仟元最低，在高於共

同核定底價 8%以內，經主持人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場依法宣佈決
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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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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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光時域反射儀及光損失測量儀各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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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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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7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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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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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17-610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7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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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18日 



[附加說明] 
＊本案得標拓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柒拾壹萬捌仟元最低，在高於共同核

定底價 8%以內，經主持人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場依法宣佈決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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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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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微衛星通訊專用無線電收發機等四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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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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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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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28711 
[廠商名稱] 廣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二八號三樓之四 
[廠商電話] 03-492-0823 
[決標金額 ]新台幣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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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仲通信有限公司 數位網路流通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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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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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軟體(Matlab-Simulink及其 Toolb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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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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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3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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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4834 
[廠商名稱]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二０四巷六號三樓之一 



[廠商電話] 02-2346-5598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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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3月 17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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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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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0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料實驗室排

氣系統改善工程 
[標的分類] 199【工程類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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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00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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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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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1月 28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6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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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03943 
[廠商名稱] 偉翔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正區和平西路一段八０號一一樓之五 
[廠商電話] 02-2367-7070 
[決標金額 ]新台幣 6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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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車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2月 1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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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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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工安改善工程乙式 
[標的分類] 1K0【環境保護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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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預算金額] 新台幣 46704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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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1月 08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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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8456 
[廠商名稱] 偉勤興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汐止市中興路一五○巷一九號四樓 
[廠商電話] 02-2976-3467 
[決標金額 ]新台幣 4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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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宸昶興業有限公司 川富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億呈工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2月 10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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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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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契約編號] (92)光購字第 A00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電斷電工程

乙式 
[標的分類] 199【工程類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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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85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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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1月 28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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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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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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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華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1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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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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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工系實驗室及專業教室機台接地及漏電斷電工程

乙式 
[標的分類] 199【工程類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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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960 元 
[底價金額] 新台幣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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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年 01月 1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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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10709 
[廠商名稱] 宇佳企業社 
[廠商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明德街 229巷 15號 1 樓 
[廠商電話] 03-5680343 
[決標金額 ]新台幣 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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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宸昶企業有限公司 海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欣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長眭工程興
業有限公司 弘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晉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1月 15日 
[附加說明] 
 
 



<3.10.93.16>之歷次中文無法決標公告簡列 

登錄日期 
(民國年/月/
日)  

招標方式 標的案號 
序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92/11/12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56號 

01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 

92/08/14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45號 

02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92/08/14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46號 

02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92/08/14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47號 

01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92/08/14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50號 

01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十

項 

92/07/30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46號 

01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台 

92/07/09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45號 

01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92/06/23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41號 

01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

媒體壹批 

92/06/23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42號 

01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92/06/23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43號 

01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

備 

92/06/23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44號 

01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

項設備 

92/04/28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37號 

01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
感計壹台 

92/03/31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18號 

01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台 

92/03/31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17號 

01 個人電腦 62台 

92/03/28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30號 

01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92/03/26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27號 

01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
雷射印表機 1台 

92/03/26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24號 

01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
感計壹台 

92/03/26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22號 

01 手提式屈折度計 2台 

92/03/26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15號 

01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92/03/26 公開招標 
(92)光購字第
A013號 

01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30
套 

92/01/28 
公開取得

報價單 

(92)光購字第
A003號 

01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

材料實驗室排氣系統改善工程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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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56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腦 2台，繪圖機 1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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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理由]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繼續辦理採購] 是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11月 12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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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號  
[無法決標序號]02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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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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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6號  
[無法決標序號]02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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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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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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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7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各科系單槍投影機等設備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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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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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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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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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中心設備共三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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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繼續辦理採購] 是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8月 14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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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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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系申購筆記型電腦共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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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理由] 廢標 
[是否繼續辦理採購] 是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7月 30日 
[附加說明] 
＊投標廠商因投標資格及規格不符無法決標。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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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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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系個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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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電話]02-2892-7154#3300 
[無法決標理由]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繼續辦理採購] 是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7月 9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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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1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教學及電影錄影帶暨光碟及其他視聽媒體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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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92-7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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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6月 23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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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2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申購四輪定位儀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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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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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6月 23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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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3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迴轉式振盪低溫恆溫培養箱等五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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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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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6月 23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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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44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攜帶型數位式溫溼度蒐集記錄器等三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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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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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6月 23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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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7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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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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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4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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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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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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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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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31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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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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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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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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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31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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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30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電壓電流勾表 1支等三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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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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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8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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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7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C個人電腦 1套，液晶顯示器 5台，雷射印表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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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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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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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4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precision LCR meter 精密電容電阻電感計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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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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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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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22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手提式屈折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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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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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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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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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教學電腦 60台等四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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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技術學院總務處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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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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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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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螢幕 55台及多媒體電腦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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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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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3月 26日 
[附加說明] 
中華民國 92 年 12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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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光購字第 A003號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機械系引擎工廠局部排氣改善工程及材料實驗室排

氣系統改善工程 
[標的分類] 199【工程類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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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理由]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繼續辦理採購] 是 
[登錄日期]民國 92 年 1月 28日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