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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招標公告簡列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公告次

數  
招標 方式 

標的 分

類  
公告 日期  截止投標  

99-TSINT-A015 
智慧型區域監控平台七

項設備   
01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04/23 099/05/12

99-TSINT-A029 

(更正公告)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1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04/28 099/05/12

99-TSINT-A029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2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05/18 099/05/26

99-TSINT-A029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3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06/01 099/06/09

99-TSINT-A053 

(更正公告)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

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

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

備案   

01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10/20 099/10/27

99-TSINT-A053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

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

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

備案   

02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10/29 099/11/03

99-TSINT-A053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

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

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

備案   

03   公開招標 財物類 099/11/05 09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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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招標公告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4/23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智慧型區域監控平台七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15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1,61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74152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04/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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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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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6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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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觀光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1,265,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89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原公告日]099/04/27 

[更正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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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0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設備-電視牆 1 組、直立式電視櫃 6 組、無線遙控教學擴

音器 1 組及直立式伺服器 1 組等四項設備 

[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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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26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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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1,265,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89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05/1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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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設備-電視牆 1 組、直立式電視櫃 6 組、無線遙控教學擴

音器 1 組及直立式伺服器 1 組等四項設備 

[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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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26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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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觀光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589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06/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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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9 08:30 

[開標時間]099/06/09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設備-電視牆 1 組、直立式電視櫃 6 組、無線遙控教學擴

音器 1 組及直立式伺服器 1 組等四項設備 

[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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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

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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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10/20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備案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本校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7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原公告日]099/10/08 

[更正公告日]099/10/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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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 200 元，至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出納組繳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27 08:30 

[開標時間]099/10/27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 年 11 月 19 日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附加說明]：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2 台、雲端運算*1 組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1 組等三項設

備案 

[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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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

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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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10/2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備案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7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10/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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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 200 元，至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出納組繳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03 08:30 

[開標時間]099/11/03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 年 11 月 19 日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附加說明]：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2 台、雲端運算*1 組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1 組等三項設

備案 

1.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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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2.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一、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11/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備案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70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11/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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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 200 元，至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出納組繳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10 08:30 

[開標時間]099/11/10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 年 11 月 25 日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1 份。 

標單*1 份。 

押標金(非公司本票)。 

廠商資格審查表*1 份。 

投標廠商聲明書*1 份。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1 份。 

授權書*1 份。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1 份（請使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不可使用營利事業登記證:按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登記時，毋須

繳回作廢。」）。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1 份（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1 份（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

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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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1 份。 

補充投標須知*1 份。 

招標公告*1 份。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1 份。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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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公開招標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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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限制性招標公告簡列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傳輸 

次數 
招標 方式  標的 分類  公告 日期  截止 投標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

體一套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4/06 099/04/14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

體一套   
02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4/16 099/04/28

99-TSINT-A014 
雙通道型圖書安全系

統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25 
HERM 高效企業典範

模型-配銷模組一套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

體一套   
03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5/05 099/05/12

99-TSINT-A035 
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財物類 099/05/19 09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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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限制性招標公告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4/0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7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24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日]099/04/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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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14 08:30 

[開標時間]099/04/14 10: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繳稅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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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2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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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7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24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日]099/04/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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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繳稅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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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2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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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雙通道型圖書安全系統  

[標案案號]99-TSINT-A01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8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68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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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10: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099/05/2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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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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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配銷模組一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25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商所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5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61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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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5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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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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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7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24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公告日]099/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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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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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2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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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標案案號]99-TSINT-A035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398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5 款 

[公告日]099/05/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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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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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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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公開取得報價單公告簡列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傳輸 

次數 
招標 方式  標的 分類  公告 日期  截止 投標 

99-TSINT-A006 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08 
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

軟體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09 線上英文檢測網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

影帶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16 美甲教學模組 30 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1 099/04/28

99-TSINT-A017 彩妝桌椅組 15 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3 099/05/05

99-TSINT-A018 
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

光計 1 台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3 099/05/05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99-TSINT-A021 
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

驗台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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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

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6 099/05/05

99-TSINT-A026 
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7 099/05/05

99-TSINT-A027 
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7 099/05/05

99-TSINT-A028 

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

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

各 8 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7 099/05/05

99-TSINT-A019 

(更正公告)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

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

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

備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99-TSINT-A030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99-TSINT-A031 

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及

RFID 雙頻實驗系統各 8

套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99-TSINT-A032 

GSM/GPS 通訊實驗器.

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

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

器.天線分析儀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

專業吧檯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

機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4/28 09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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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05 099/05/12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05 099/05/12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

影帶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05 099/05/12

99-TSINT-A018 
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

光計 1 台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19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

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

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

備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1 
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

驗台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

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7 
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28 

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

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

各 8 組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99-TSINT-A032 

GSM/GPS 通訊實驗器.

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

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

器.天線分析儀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1 099/05/19



 52

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

機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2 099/05/19

99-TSINT-A030 

(更正公告)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4 099/05/19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

影帶   
04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8 099/05/26

99-TSINT-A033 

(更正公告)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

專業吧檯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9 099/05/26

99-TSINT-A017 彩妝桌椅組 15 組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19 099/05/26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4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1 099/05/26

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4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1 099/05/26

99-TSINT-A019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

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

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

備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

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99-TSINT-A030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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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

機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5/25 099/06/02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

影帶   
05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01 099/06/09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

專業吧檯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01 099/06/09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

專業吧檯   
04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11 099/06/17

99-TSINT-A038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

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21 099/06/30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22 099/06/30

99-TSINT-A039 
企業精簡型電腦(含彩

色螢幕 )30 台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23 099/06/30

99-TSINT-A042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25 099/06/30

99-TSINT-A042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6/30 099/07/07

99-TSINT-A044 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05 099/07/14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3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06 099/07/14

99-TSINT-A038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

組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06 09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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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4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16 099/07/21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5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27 099/08/04

99-TSINT-A024 

(更正公告)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6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7/30 099/08/04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7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9/02 099/09/08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8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9/10 099/09/15

99-TSINT-A049 3 層活動看台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9/15 099/09/29

99-TSINT-A050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

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

等 4 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09/21 099/09/29

99-TSINT-A050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

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

等 4 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0/04 099/10/13

99-TSINT-A055 
創意機構教學模組設備

採購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0/22 099/10/27

99-TSINT-A057 家庭劇院組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0/29 099/11/03

99-TSINT-A059 
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

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1/05 099/11/10

99-TSINT-A057 家庭劇院組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1/05 09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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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TSINT-A059 
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

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1/12 099/11/17

99-TSINT-A061 

(更正公告) 
非書視聽資料   01   

公開取得

報價單或

企劃書 

財物類 099/11/29 0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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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06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6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82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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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09:3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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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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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9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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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09: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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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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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線上英文檢測網 

[標案案號]99-TSINT-A00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4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564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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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09:5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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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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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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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09:5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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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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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32,5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069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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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10: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099/05/1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商工登記資料（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廠商登記或設立

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70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23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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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美甲教學模組 30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16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91,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7186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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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4/28 08:30 

[開標時間]099/04/28 10: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0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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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59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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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3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彩妝桌椅組 15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1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75,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7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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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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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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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3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1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2 幫浦, 壓縮機, 液壓與氣動引擎, 閥門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8,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9108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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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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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9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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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6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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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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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7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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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21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6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8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3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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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7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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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8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70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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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4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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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5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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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2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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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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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4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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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99,9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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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5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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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299,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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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7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標案案號]99-TSINT-A026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398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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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0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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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00,000 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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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7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2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6,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9191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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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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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19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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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7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2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44,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603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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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0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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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4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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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化材系.通識中心.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7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621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4/23 

[更正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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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09:2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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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57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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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8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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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4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0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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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7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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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及 RFID 雙頻實驗系統各 8 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31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04,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376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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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112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50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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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器.天線分

析儀 

[標案案號]99-TSINT-A03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983,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3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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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5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66/05/2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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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98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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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695,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27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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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0:5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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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69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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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4/2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1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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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5 08:30 

[開標時間]099/05/05 11: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13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本年度營利事業登記證、繳稅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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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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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spss17.0 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07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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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2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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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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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069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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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099/0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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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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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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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2 08:30 

[開標時間]099/05/12 09: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5/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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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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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1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2 幫浦, 壓縮機, 液壓與氣動引擎, 閥門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9108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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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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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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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621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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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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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13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6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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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2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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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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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21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6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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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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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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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70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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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3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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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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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2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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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4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148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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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2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9191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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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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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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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2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603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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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5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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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15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器.天線分

析儀 

[標案案號]99-TSINT-A03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3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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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10: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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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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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2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1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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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10: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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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16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5/14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8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5/11 

[更正公告日]099/05/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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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9 08:30 

[開標時間]099/05/19 09:5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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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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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8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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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166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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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27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5/14 

[更正公告日]099/05/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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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2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1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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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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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彩妝桌椅組 15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1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75,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7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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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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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3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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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069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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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4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099/06/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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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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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spss17.0 軟體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07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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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時間]099/05/26 09:4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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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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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妝管系.化材系.通識中心.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621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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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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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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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6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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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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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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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70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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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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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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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2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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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2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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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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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8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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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02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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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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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12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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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2 08:30 

[開標時間]099/06/02 09:3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 

規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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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19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0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5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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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9 08:30 

[開標時間]099/06/09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本校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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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

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20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0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27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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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9 08:30 

[開標時間]099/06/09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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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

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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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1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27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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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7 08:30 

[開標時間]099/06/17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6/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招標文件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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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

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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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3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5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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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30 08:30 

[開標時間]099/06/30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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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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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22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2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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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30 08:30 

[開標時間]099/06/30 09:1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1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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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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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23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企業精簡型電腦(含彩色螢幕 )30 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3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6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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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30 08:30 

[開標時間]099/06/30 09:2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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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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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2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標案案號]99-TSINT-A04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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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30 08:30 

[開標時間]099/06/30 09:4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217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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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6/30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標案案號]99-TSINT-A042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6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3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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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07 08:30 

[開標時間]099/07/07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2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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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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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7/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 

[標案案號]99-TSINT-A04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4566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7/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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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14 08:30 

[開標時間]099/07/14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2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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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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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7/0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7/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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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14 08:30 

[開標時間]099/07/14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16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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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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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7/0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38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51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7/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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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14 08:30 

[開標時間]099/07/14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採購組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7/3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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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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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7/16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7/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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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21 08:30 

[開標時間]099/07/21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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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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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7/27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5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7/2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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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04 17:00 

[開標時間]099/08/04 17:3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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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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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7/30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6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7/28 

[更正公告日]099/07/3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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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04 08:30 

[開標時間]099/08/04 09:05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08/31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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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23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9/02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7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9/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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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8 08:30 

[開標時間]099/09/08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0/08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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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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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9/10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8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

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25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9/1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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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15 08:30 

[開標時間]099/09/15 09:1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行政大樓 2 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0/1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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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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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9/1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3 層活動看台  

[標案案號]99-TSINT-A04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21 結構金屬產品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4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9/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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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29 08:30 

[開標時間]099/09/29 09:05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0/2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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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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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09/21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5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5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9/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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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29 08:30 

[開標時間]099/09/29 09:10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0/2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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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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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0/04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50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145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0/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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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13 08:30 

[開標時間]099/10/13 09:10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12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之廠商喪失減價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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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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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0/22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創意機構教學模組設備採購 

[標案案號]99-TSINT-A055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350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0/2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255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27 08:30 

[開標時間]099/10/27 09:10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12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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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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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0/2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家庭劇院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5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學生會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83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0/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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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03 08:30 

[開標時間]099/11/03 09:15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1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本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須檢附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1.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 

標單。 

押標金(銀行本票.郵政匯票或至本校繳納現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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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授權書。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

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 

招標公告。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 

 

2.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一、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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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1/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5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2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1/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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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10 08:30 

[開標時間]099/11/10 09:20 

[開標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1 份。 

標單*1 份。 

押標金(非公司本票)。 

廠商資格審查表*1 份。 

投標廠商聲明書*1 份。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1 份。 

授權書*1 份。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1 份（請使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不可使用營利事業登記證:按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登記時，毋須

繳回作廢。」）。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1 份（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1 份（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

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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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1 份。 

招標公告*1 份。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1 份。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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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1/0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家庭劇院組 

[標案案號]99-TSINT-A057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83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1/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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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10 08:30 

[開標時間]099/11/10 09:10 

[開標地點]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25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1 份。 

標單*1 份。 

押標金(非公司本票)。 

廠商資格審查表*1 份。 

投標廠商聲明書*1 份。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1 份。 

授權書*1 份。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1 份（請使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不可使用營利事業登記證:按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登記時，毋須

繳回作廢。」）。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1 份（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1 份（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

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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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1 份。 

招標公告*1 份。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1 份。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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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099/11/12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標案案號]99-TSINT-A059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6200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11/1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267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17 08:30 

[開標時間]099/11/17 09:10 

[開標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216 教室體適能中心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1/29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1 份。 

標單*1 份。 

押標金(非公司本票)。 

廠商資格審查表*1 份。 

投標廠商聲明書*1 份。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1 份。 

授權書*1 份。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1 份（請使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不可使用營利事業登記證:按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登記時，毋須

繳回作廢。」）。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1 份（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1 份（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

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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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投標須知*1 份。 

招標公告*1 份。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1 份。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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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11/29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標案名稱]非書視聽資料 

[標案案號]99-TSINT-A061 

[機關代碼]3.10.99.75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56,98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25000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金額或數量]預計後續採

購約 20 種非書視聽資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11/29 

[更正公告日]099/11/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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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是 

[機關文件費]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0 元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請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2/08 08:30 

[開標時間]099/12/08 09:00 

[開標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12/2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全份投標文件標封內應包括： 

契約書*1 份。 

標單*1 份。 

押標金(不可使用公司本票；若使用現金需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押標金)。 

廠商資格審查表*1 份。 

投標廠商聲明書*1 份。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1 份。 

授權書*1 份。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1 份（請使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料，

不可使用營利事業登記證:按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利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登記時，毋須

繳回作廢。」）。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1 份（不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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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拒絕往來戶或最近一年內無退票紀錄之金融機構證明文件*1 份（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

標日前六個月以內）。 

規格表 。 

投標產品型錄。（若無型錄請以繪製圖說代替） 

投標須知*1 份。 

補充投標須知*1 份。 

招標公告*1 份。 

電子領標書面憑據*1 份。 

未出席開標之廠商喪失比減價或議價之權利 

 

 

[附加說明]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

追繳：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電話：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金額]556,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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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決標公告簡列 

 

標案 案號  標案 名稱 
傳輸 次

數  
 招標 方式  公告 日期 

  99-TSINT-A001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一式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3/31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4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03  
  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

(Flexsim)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4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05  
  三人平台式獨木舟等

三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06    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07  
  腳踏車 20 輛等兩項設

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8  
  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

軟體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5 

  99-TSINT-A009    線上英文檢測網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5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

錄影帶  
05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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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

體一套  
03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12/08 

  99-TSINT-A013  
  監視系統 6 套及門禁系

統 7 套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14  
  雙通道型圖書安全系

統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05/04 

  99-TSINT-A015  
  智慧型區域監控平台

七項設備  
01   公開招標  099/12/08 

  99-TSINT-A016    美甲教學模組 30 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17    彩妝桌椅組 15 組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18  
  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

光計 1 台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19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

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

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21  
  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

實驗台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

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

設備  
08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0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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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99-TSINT-A025  
  HERM 高效企業典範

模型-配銷模組一套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05/10 

  99-TSINT-A027  
  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8  

  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

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

組各 8 組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4 

  99-TSINT-A029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3   公開招標  099/12/08 

  99-TSINT-A030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31  

  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

及 RFID 雙頻實驗系統

各 8 套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32  

  GSM/GPS 通訊實驗器.

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

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

器.天線分析儀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4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

及專業吧檯   
04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

機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04   

  99-TSINT-A035  
  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12/08 

  99-TSINT-A038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

組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8 

  99-TSINT-A039  
  企業精簡型電腦(含彩

色螢幕 )30 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0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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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99-TSINT-A042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

下 LED 電腦螢幕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9  

  99-TSINT-A044    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9  

  99-TSINT-A049    3 層活動看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9  

  99-TSINT-A053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

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

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

設備案  

03   公開招標  099/12/09  

  99-TSINT-A057    家庭劇院組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9  

  99-TSINT-A059  
  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

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09  

  99-TSINT-A061    非書視聽資料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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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決標公告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3/3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本校資訊傳播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1  

[標案名稱]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一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3/25 09:0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3/25 

[決標公告日期]099/03/31 

[契約編號]99-TSINT-A001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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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3617346 

[得標廠商名稱]麗聲育樂器材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8 臺北市萬華區臺北市萬華區中華路１段７８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83-0616 

[決標金額]3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3/26－099/05/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一式  

[得標廠商:1]麗聲育樂器材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00,000 

[底價金額]3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0949657 

[未得標廠商名稱]極太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23,9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8458936 

[未得標廠商名稱]宇磊多媒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26,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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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標案名稱]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6 09:4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32,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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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17,000 元 

[總決標金額]217,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6 臺中市北屯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路 98 巷 7 弄 66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金額]217,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217,000 

[底價金額]217,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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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3  

[標案名稱]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Flexsim)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2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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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259433 

[得標廠商名稱]薪威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彰化市新興里金馬路二段 521 號 1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4-736-5606 

[決標金額]1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9－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Flexsim)  

[得標廠商:1]薪威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80,000 

[底價金額]18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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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標案名稱]spss17.0 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6 09:4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4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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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35,000 元 

[總決標金額]4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97116365 

[得標廠商名稱]宏德國際軟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 4 段 126 號 1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5771100 

[決標金額]4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spss17.0 軟體  

[得標廠商:1]宏德國際軟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20,000 

[底價金額]435,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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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5  

[標案名稱]三人平台式獨木舟等三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84 運動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3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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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0311499 

[得標廠商名稱]舟遊天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北市士林區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５段８１１巷３０弄８

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8662558 

[決標金額]1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泰國(TAILAND)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9－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三人平台式獨木舟等三項設備  

[得標廠商:1]舟遊天下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180,000 

[底價金額]1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6415693 

[未得標廠商名稱]華信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28225901 

[未得標廠商名稱]旅路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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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6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3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6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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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3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30968301 

[得標廠商名稱]日龍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2 段 100 號 2 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2733-5111 

[決標金額]53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南韓(KOREA)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9－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得標廠商:1]日龍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535,000 

[底價金額]5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04651074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門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8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288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7  

[標案名稱]腳踏車 20 輛等兩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公告更正序號]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84 運動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14 09:4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7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14 

[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契約編號]99-TSINT-A0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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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3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4697586 

[得標廠商名稱]信昌車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03 基隆市中山區成功二路八七號 

[得標廠商電話]02-24258202 

[決標金額]33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4/15－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腳踏車 20 輛等兩項設備  

[得標廠商:1]信昌車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338,000 

[底價金額]3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626669 

[未得標廠商名稱]學盟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4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34454640 

[未得標廠商名稱]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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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8  

[標案名稱]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4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5 

[契約編號]99-TSINT-A0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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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3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7555973 

[得標廠商名稱]人揚長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臺北市內湖區新湖二路 345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91-6246 

[決標金額]13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8－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軟體  

[得標廠商:1]人揚長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30,000 

[底價金額]13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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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5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9  

[標案名稱]線上英文檢測網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5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4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公告更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5 

[契約編號]99-TSINT-A0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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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3115589 

[得標廠商名稱]傳英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3 段 30 號 6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85-5608 

[決標金額]3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9－099/05/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線上英文檢測網  

[得標廠商:1]傳英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00,000 

[底價金額]300,000 

[附加說明]  



 29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標案名稱]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9 09:0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9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1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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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9,400 元 

[總決標金額]99,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993790 

[得標廠商名稱]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臺北縣汐止市臺北縣汐止市伯爵街四九巷一八號一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923255 

[決標金額]9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2－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得標廠商:1]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99,000 

[底價金額]99,4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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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標案名稱]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開標時間]099/05/12 09:2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7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2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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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65,000 元 

[總決標金額]2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96944490 

[得標廠商名稱]博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路 4 段 133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55556689 

[決標金額]2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12－099/05/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得標廠商:1]博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60,000 

[底價金額]265,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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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應外系觀光系機械系國貿系企管系餐飲管理系電機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3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6 套及門禁系統 7 套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公告更正序號]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09:1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4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13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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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9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4365824 

[得標廠商名稱]薇閣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 5 段 524 巷 18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27-9007 

[決標金額]39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8－099/05/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監視系統 6 套及門禁系統 7 套  

[得標廠商:1]薇閣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3 

[決標金額]395,000 

[底價金額]4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402438 

[未得標廠商名稱]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27822401 

[未得標廠商名稱] 成視訊網通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0 元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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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4  

[標案名稱]雙通道型圖書安全系統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開標時間]099/04/28 10:0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8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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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2020803 

[得標廠商名稱]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臺北縣新店市寶橋路 235 巷 131 號 8 樓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23570952 

[決標金額]7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8－099/05/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雙通道型圖書安全系統  

[得標廠商:1]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720,000 

[底價金額]72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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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5  

[標案名稱]智慧型區域監控平台七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2 09: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61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2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303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8222756 

[得標廠商名稱]永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路 2 段 51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582969 

[決標金額]1,41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阿爾巴尼亞 (Albani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12－099/05/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智慧型區域監控平台七項設備  

[得標廠商:1]永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7 

[決標金額]1,415,000 

[底價金額]1,4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7753761 

[未得標廠商名稱]翔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41,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7280166 

[未得標廠商名稱]寬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11,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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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6  

[標案名稱]美甲教學模組 30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4/28 10: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91,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4/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契約編號]99-TSINT-A0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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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19,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2724015 

[得標廠商名稱]卡登美容化 品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西路３０號１０樓之３ 

[得標廠商電話]02-7733-9988 

[決標金額]51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4/28－099/06/0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美甲教學模組 30 組  

[得標廠商:1]卡登美容化 品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0 

[決標金額]519,000 

[底價金額]52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97098248 

[未得標廠商名稱]居上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2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97469016 

[未得標廠商名稱]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4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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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7  

[標案名稱]彩妝桌椅組 15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6 09: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7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1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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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53,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16801766 

[得標廠商名稱]羽鑫國際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高雄市三民區安宜里北平二街１１４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7-3226560 

[決標金額]253,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彩妝桌椅組 15 組  

[得標廠商:1]羽鑫國際貿易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5 

[決標金額]253,000 

[底價金額]2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60317122 

[未得標廠商名稱]照昇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62,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8901585 

[未得標廠商名稱]騰業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32,595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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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8  

[標案名稱]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2 幫浦, 壓縮機, 液壓與氣動引擎, 閥門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9 09:1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9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9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契約編號]99-TSINT-A0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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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184931 

[得標廠商名稱]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臺北縣汐止市臺北縣汐止市新台五路 1 段 77 號 8 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2698-1222 

[決標金額]1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0－099/06/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得標廠商:1]全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180,000 

[底價金額]180,000 

[附加說明]＊本案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原產地國別為—中華民國 

旋光計 1 台原產地國別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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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化材系.通識中心.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標案名稱]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7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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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72,000 元 

[總決標金額]54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7555973 

[得標廠商名稱]人揚長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臺北市內湖區新湖二路 345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91-6246 

[決標金額]54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得標廠商:1]人揚長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1 

[決標金額]548,000 

[底價金額]572,000 

[附加說明]＊本案產品除了通識中心之 DVD 錄放影機 2 台原產地為韓國外其餘皆

為日本。  



 312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標案名稱]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1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313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8038203 

[得標廠商名稱]鴻德教育器材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23 嘉義縣溪口鄉嘉義縣溪口鄉妙崙村新興庄１８號 

[得標廠商電話]04-2335-6663 

[決標金額]7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得標廠商:1]鴻德教育器材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720,000 

[底價金額]76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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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1  

[標案名稱]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9 09: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9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契約編號]99-TSINT-A0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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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6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0321861 

[得標廠商名稱] 秉陽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臺北縣汐止市新台五路 1 段 159 號 13 樓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2649-7035 

[決標金額]6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0－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得標廠商:1] 秉陽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650,000 

[底價金額]65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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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標案名稱]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2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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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1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6267365 

[得標廠商名稱]富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0 臺北縣板橋市臺北縣板橋市信義路一○七號五樓之一  

[得標廠商電話]02-2957-7155 

[決標金額]51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得標廠商:1]富于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518,000 

[底價金額]58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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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標案名稱]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2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4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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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17,8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02332687 

[得標廠商名稱]瑞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8 桃園縣觀音鄉桃園縣觀音鄉崙坪村 1 鄰崙坪 1 之 16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4986875-6 

[決標金額]417,8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得標廠商:1]瑞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417,800 

[底價金額]46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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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15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99,9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15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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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3,500 元 

[總決標金額]253,5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01355726 

[得標廠商名稱]全傑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３段９０巷８號 

[得標廠商電話]02-25950606 

[決標金額]253,5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9/15－099/10/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得標廠商:1]全傑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4 

[決標金額]253,500 

[底價金額]253,5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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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商所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5  

[標案名稱]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配銷模組一套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開標時間]099/05/05 09:5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3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05 

[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契約編號]99-TSINT-A0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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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3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8682266 

[得標廠商名稱]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1 段 222 號 1-1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891-1688 

[決標金額]33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06－099/05/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配銷模組一套  

[得標廠商:1]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30,000 

[底價金額]35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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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7  

[標案名稱]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9 09:4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9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9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契約編號]99-TSINT-A0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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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7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7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402438 

[得標廠商名稱]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２段１２５號９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502-8061 

[決標金額]17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0－099/06/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得標廠商:1]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170,000 

[底價金額]17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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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8  

[標案名稱]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9 09:5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4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9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4 

[契約編號]99-TSINT-A0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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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3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48972496 

[得標廠商名稱]台晶科技實業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新生北路 3 段 26 號 10 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2585-6320 

[決標金額]31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19－099/06/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得標廠商:1]台晶科技實業社 

[(預估)數量]16 

[決標金額]315,000 

[底價金額]31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0028180 

[未得標廠商名稱]太陽能科技實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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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觀光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標案名稱]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9 09:15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26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9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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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1,26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241,1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3093516 

[得標廠商名稱]藍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4 段 333 號 6 樓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87710011 

[決標金額]1,241,1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9－099/06/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得標廠商:1]藍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4 

[決標金額]1,241,100 

[底價金額]1,265,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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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標案名稱]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7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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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4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2517846 

[得標廠商名稱]中教工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2 臺中市南區臺中市南區樹義里福田 2 街 266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22619369 

[決標金額]74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得標廠商:1]中教工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745,000 

[底價金額]76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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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1  

[標案名稱]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及 RFID 雙頻實驗系統各 8 套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05 10:4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0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1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3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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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02,4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16924084 

[得標廠商名稱]友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4 臺中市北區臺中市北區頂厝里進化北路２３８號１２樓之５ 

[得標廠商電話]04-22350522 

[決標金額]302,4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11－099/05/2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及 RFID 雙頻實驗系統各 8 套  

[得標廠商:1]友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8 

[決標金額]302,400 

[底價金額]4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556739 

[未得標廠商名稱]華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0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9120861 

[未得標廠商名稱]瑞晶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4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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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2  

[標案名稱]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器.

天線分析儀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9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983,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9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4 

[契約編號]99-TSINT-A032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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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9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6728711 

[得標廠商名稱]廣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２８號３樓之４ 

[得標廠商電話]02-22186268 

[決標金額]9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0－099/06/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

器.天線分析儀  

[得標廠商:1]廣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5 

[決標金額]900,000 

[底價金額]900,000 

[附加說明]＊本案 GSM/GPS 通訊實驗器產地為—中華民國 

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日本/中華民國 

衛星天線系統產地為—日本/中華民國/德國 

高頻功率放大器產地為—日本/西班牙 

天線分析儀產地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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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標案名稱]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17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69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01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3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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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12,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24299867 

[得標廠商名稱]創品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南路 1 段 36 之 1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6472626 

[決標金額]412,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7/01－099/07/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得標廠商:1]創品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412,000 

[底價金額]6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0864974 

[未得標廠商名稱]匯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3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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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標案名稱]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09:3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99-TSINT-A0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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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39,7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7 

[得標廠商代碼]22617958 

[得標廠商名稱]元揚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8 臺北市萬華區臺北市萬華區環河南路１段１９之１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11-1877 

[決標金額]239,7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3－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得標廠商:1]元揚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239,700 

[底價金額]3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3155531 

[未得標廠商名稱]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5049389 

[未得標廠商名稱]連發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79,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8172469 

[未得標廠商名稱]光峻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95,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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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代碼]97437280 

[未得標廠商名稱]昆庭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47024 

[未得標廠商名稱]緯成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0 元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64270 

[未得標廠商名稱]許多廚師道具工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0 元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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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5  

[標案名稱]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5 款 

[開標時間]099/05/26 09:2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3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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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79,5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6768240 

[得標廠商名稱]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彰化市新興里自強路 95 巷 17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7364000 分機 111 

[決標金額]279,5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綠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  

[得標廠商:1]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79,500 

[底價金額]280,000 

[附加說明]  

  



 3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8  

[標案名稱]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14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77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14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3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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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0242439 

[得標廠商名稱]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臺北縣中和市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68 號 5 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82273311 

[決標金額]7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7/14－099/07/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得標廠商:1]捷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7 

[決標金額]700,000 

[底價金額]70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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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9  

[標案名稱]企業精簡型電腦(含彩色螢幕 )30 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30 09:2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4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30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8 

[契約編號]99-TSINT-A03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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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86,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5 

[得標廠商代碼]80462355 

[得標廠商名稱]廣田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20 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豐原市北陽里中陽路 295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36018922 

[決標金額]286,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30－099/07/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企業精簡型電腦(含彩色螢幕 )30 台  

[得標廠商:1]廣田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0 

[決標金額]286,000 

[底價金額]3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402438 

[未得標廠商名稱]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92,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3911607 

[未得標廠商名稱]四寶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02,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88124 

[未得標廠商名稱]允盛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86,2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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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代碼]23730303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合一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87,91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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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42  

[標案名稱]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07 09:0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07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4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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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85,000 元 

[總決標金額]8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5 

[得標廠商代碼]80462355 

[得標廠商名稱]廣田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20 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豐原市北陽里中陽路 295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36012322 

[決標金額]8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7/07－099/07/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得標廠商:1]廣田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8 

[決標金額]85,000 

[底價金額]8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7484295 

[未得標廠商名稱]長勇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8,4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3730303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合一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85,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2402438 

[未得標廠商名稱]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6,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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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代碼]24421282 

[未得標廠商名稱]銳昇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86,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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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44  

[標案名稱]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14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99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14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4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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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9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5045052 

[得標廠商名稱]立冠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4 臺南市北區臺南市北區和順里公園南路 370 巷 2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6-2223802 

[決標金額]9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7/14－099/07/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  

[得標廠商:1]立冠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900,000 

[底價金額]9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0748535 

[未得標廠商名稱]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07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3042046 

[未得標廠商名稱]龍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0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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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49  

[標案名稱]3 層活動看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21 結構金屬產品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29 09:05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4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29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4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354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6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10864243 

[得標廠商名稱]寶呈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臺南市中西區元安里國華街 2 段 86 號 2 樓之 2

〈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5953719 

[決標金額]6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9/29－099/10/2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3 層活動看台  

[得標廠商:1]寶呈企業社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68,000 

[底價金額]9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6451347 

[未得標廠商名稱]郡利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6,7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4097878 

[未得標廠商名稱]泰福家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78,96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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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標案名稱]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

設備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1/10 09: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5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10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53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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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7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6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7835829 

[得標廠商名稱]德耀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7 臺北縣蘆洲市永樂街 92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82832301 

[決標金額]1,46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10－099/11/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

設備案  

[得標廠商:1]德耀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1,468,000 

[底價金額]1,470,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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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7  

[標案名稱]家庭劇院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1/10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10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358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6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0620489 

[得標廠商名稱]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臺北縣中和市臺北縣中和市景新街 231 之 6 號 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9210222 

[決標金額]16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10－099/11/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家庭劇院組  

[得標廠商:1]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65,000 

[底價金額]165,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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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0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9  

[標案名稱]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1/17 09:1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34,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17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9 

[契約編號]99-TSINT-A05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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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99,85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80620489 

[得標廠商名稱]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臺北縣中和市臺北縣中和市景新街 231 之 6 號 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9210222 

[決標金額]99,85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17－099/11/2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得標廠商:1]松貿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3 

[決標金額]99,850 

[底價金額]115,00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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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2/3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圖書館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61  

[標案名稱]非書視聽資料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公告更正序號]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2/08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北投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556,98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2/08 

[決標公告日期]099/12/30 

[契約編號]99-TSINT-A061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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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56,980 元 

[總決標金額]556,98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993790 

[得標廠商名稱]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新北市汐止區新北市汐止區伯爵街四九巷一八號一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923255 

[決標金額]556,98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2/08－099/12/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非書視聽資料  

[得標廠商:1]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556,980 

[底價金額]556,980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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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無法決標公告簡列 

 

標案 案號  標案 名稱 

傳

輸 次

數  

 招標 方式  公告 日期 

  99-TSINT-A059  
  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

等 3 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1/12 

  99-TSINT-A057    家庭劇院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1/05 

  99-TSINT-A053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

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

等三項設備案  

02   公開招標  099/11/05 

  99-TSINT-A053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

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

等三項設備案  

01   公開招標  099/10/29 

  99-TSINT-A050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

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0/08 

  99-TSINT-A050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

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10/04   

  99-TSINT-A042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

腦螢幕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30   

  99-TSINT-A038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7/06 

  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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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TSINT-A034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

檯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6/10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

檯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7 

  99-TSINT-A033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

檯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3 

  99-TSINT-A032  

  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

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

放大器.天線分析儀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30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30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9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2   公開招標  099/05/27   

  99-TSINT-A029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01   公開招標  099/05/14 

  99-TSINT-A028  
  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

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7    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7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9/10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6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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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5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7/30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4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7/27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7/16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7/06 

  99-TSINT-A024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

驗裝置 1 組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3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

驗裝置 1 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2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21    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1   

  99-TSINT-A020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19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

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09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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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機等設備  書  

  99-TSINT-A019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

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

影機等設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18  
  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0   

  99-TSINT-A017    彩妝桌椅組 15 組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9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02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05/04  

  99-TSINT-A012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01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099/04/12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04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27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4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10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9    線上英文檢測網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8    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軟體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6    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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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TSINT-A005    三人平台式獨木舟等三項設備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8   

  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04    spss17.0 軟體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3    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Flexsim)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3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18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2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5/04  

  99-TSINT-A002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01 

  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

書  

09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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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無法決標公告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12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9  

[標案名稱]  

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3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1/12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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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05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學生會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7  

[標案名稱]  

家庭劇院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1/05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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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05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標案名稱]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備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1/05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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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2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本校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3  

[標案名稱]  

無網管交換器(60 點)、雲端運算及雲端運算中心骨幹網路系統等三項設備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0/29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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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0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0  

[標案名稱]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0/08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否 

[附加說明]部分設備規格尚待釐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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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學務處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50  

[標案名稱]  

家庭劇院組.擴大機.喇叭及立架.無線擴音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10/0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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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3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42  

[標案名稱]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螢幕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6/30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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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0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8  

[標案名稱]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0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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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標案名稱]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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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4  

[標案名稱]  

高壓半自動雙閥咖啡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開標後，規格內容保固年限不一致及部分規格需做調整（如用電規範…），

本案宣布廢標，俟申購單位修訂規格後再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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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標案名稱]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6/10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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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7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標案名稱]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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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3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餐飲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3  

[標案名稱]  

不銹鋼三層式工作台及專業吧檯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03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1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通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2  

[標案名稱]  

GSM/GPS 通訊實驗器.衛星通訊無線電系統天線系統.高頻功率放大器.天線分析

儀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2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標案名稱]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3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機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30  

[標案名稱]  

丙級機電整合檢定台 2 套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4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7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標案名稱]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7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5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觀光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9  

[標案名稱]  

觀光多媒體數位展場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6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8  

[標案名稱]  

綠能測試裝置及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各 8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7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電子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7  

[標案名稱]  

教學內容廣播系統 60 點 2 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8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7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9/10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89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8/05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6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8/05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0

無法決標  
更正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3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5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30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1

無法決標  
 

更正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3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5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30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2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27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27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3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16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4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0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0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5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4  

[標案名稱]  

汽車頭燈測試機等 4 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396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標案名稱]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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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3  

[標案名稱]  

孔口試驗台 1 台及熱傳特性實驗裝置 1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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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標案名稱]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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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2  

[標案名稱]  

機電控制實驗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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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1  

[標案名稱]  

微電腦油壓伺服比例實驗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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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標案名稱]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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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機械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20  

[標案名稱]  

油電混合動力實習車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91 機動車, 拖車, 半拖車; 車輛機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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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標案名稱]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1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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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化材系.通識中心.資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9  

[標案名稱]  

錄影轉播系統.影音擴大器.DVD 錄放影機.數位攝影機.攝影機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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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0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8  

[標案名稱]  

水流減壓幫浦 2 台及旋光計 1 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32 幫浦, 壓縮機, 液壓與氣動引擎, 閥門及其零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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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妝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7  

[標案名稱]  

彩妝桌椅組 15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9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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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標案名稱]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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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2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國貿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2  

[標案名稱]  

海運系統線上教學軟體一套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2 

[無法決標的理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一項各款不予開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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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7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標案名稱]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7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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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標案名稱]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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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標案名稱]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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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10  

[標案名稱]  

原文圖書及外語教學錄影帶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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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9  

[標案名稱]  

線上英文檢測網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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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8  

[標案名稱]  

電影 DVD 互動式學習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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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6  

[標案名稱]  

身體組成分析儀一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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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5  

[標案名稱]  

三人平台式獨木舟等三項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4 運動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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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更正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標案名稱]  

spss17.0 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8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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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標案名稱]  

spss17.0 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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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管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4  

[標案名稱]  

spss17.0 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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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業管理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3  

[標案名稱]  

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Flexsim)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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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更正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8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0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標案名稱]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18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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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04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標案名稱]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04 

[無法決標的理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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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4/16 

 

[機關代碼]3.10.99.75 

[機關名稱]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企業管理系 

[機關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2 號 

[聯絡人]陳玫吟 

[聯絡電話]02-28927154 分機 3320 

[傳真號碼]02-28928117 

[標案案號]99-TSINT-A002  

[標案名稱]  

Project 軟體等 3 項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4/16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