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3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劑量驗證擬人假體 

[標案案號]103-A011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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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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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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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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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7 12:00 

[開標時間]103/05/27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B1 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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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 年 09 月 10 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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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第 7-121 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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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0 元 



列印時間： 103/5/27 16:51:4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11  

[標案名稱] 

劑量驗證擬人假體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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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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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劑量驗證擬人假體 

[標案案號]103-A011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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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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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1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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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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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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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7 12:00 

[開標時間]103/06/17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樓 8306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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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年 09月 10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憑第一次領標收據得免費領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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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新店郵政第 7-121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7樓;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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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0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7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11  

[標案名稱]劑量驗證擬人假體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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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3/06/17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06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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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1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7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7 

[契約編號]103-A01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920,000元 

[總決標金額]9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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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38194 

[得標廠商名稱]磊信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中正路六五七之三、之五號八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9063966  

[決標金額]91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18－103/09/1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劑量驗證擬人假體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磊信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15,000 

[底價金額]920,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15,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24866 

[未得標廠商名稱]盛泰和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86,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客觀結構式臨床考試教室攝影控制設備 

[標案案號]103-A015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護理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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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2,190,89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壹拾萬玖仟伍佰伍拾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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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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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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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2:00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樓 8306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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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年 09月 15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事

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組

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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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新店郵政第 7-121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7樓;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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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895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7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護理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15  

[標案名稱]客觀結構式臨床考試教室攝影控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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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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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190,895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7 

[契約編號]103-A0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900,000元 

[總決標金額]1,8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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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19490 

[得標廠商名稱]南旲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10臺南市永康區 永康里永忠路２６號１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021661  

[決標金額]1,8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25－103/09/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客觀結構式臨床考試教室攝影控制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南旲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880,000 

[底價金額]1,9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880,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125373 

[未得標廠商名稱]程宇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0206031 

[未得標廠商名稱]秉誠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9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06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ESP 專業英文 

[標案案號]103-A016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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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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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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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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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0 12:00 

[開標時間]103/05/20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B1 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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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 年 08 月 31 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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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第 7-121 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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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元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16  

[標案名稱] 

ESP 專業英文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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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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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2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2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ESP專業英文 

[標案案號]103-A016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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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0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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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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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3 12:00 

[開標時間]103/06/03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B1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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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年 08月 31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憑第一次領標收據得免費領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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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新店郵政第 7-121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5樓;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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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應用外語系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16  

[標案名稱]ESP專業英文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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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3/06/03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2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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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03 

[決標公告日期]103/06/06 

[契約編號]103-A0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930,000元 

[總決標金額]9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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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31598 

[得標廠商名稱]畹禾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36臺中市清水區 南社里忠孝二街六五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4518175  

[決標金額]91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04－103/08/3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ESP專業英文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畹禾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10,000 

[底價金額]93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10,000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2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彩色心臟超音波 

[標案案號]103-A040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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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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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2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陸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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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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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0 12:00 

[開標時間]103/06/10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 樓 8306 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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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 年 09 月 30 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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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第 7-121 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1,200,000 元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40  

[標案名稱] 

彩色心臟超音波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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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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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彩色心臟超音波 

[標案案號]103-A040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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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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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2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陸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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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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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2:00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樓 8306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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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年 09月 30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憑第一次領標收據得免費領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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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新店郵政第 7-121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7樓;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金額]1,200,000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7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40  

[標案名稱]彩色心臟超音波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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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2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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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2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7 

[契約編號]103-A04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050,000元 

[總決標金額]1,0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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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9477 

[得標廠商名稱]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 裕誠路 392號 14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5507380  

[決標金額]1,0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25－103/09/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彩色心臟超音波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50,000 

[底價金額]1,050,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50,000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2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物性測定儀 

[標案案號]103-A083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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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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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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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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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0 12:00 

[開標時間]103/06/10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 樓 8306 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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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 年 09 月 30 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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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第 7-121 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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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元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83  

[標案名稱] 

物性測定儀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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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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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物性測定儀 

[標案案號]103-A083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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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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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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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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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2:00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3 樓 8306 研討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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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 年 09 月 30 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憑第一次領標收據得免費領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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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第 7-121 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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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7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 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 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083  

[標案名稱]物性測定儀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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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2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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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7 

[契約編號]103-A08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880,000 元 

[總決標金額]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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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58820 

[得標廠商名稱]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中正路 716 號 14 樓之 7   

[得標廠商電話]02- 82280750  

[決標金額]8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6/25－103/09/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物性測定儀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880,000 

[底價金額]880,000 

[原產地國別 1]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8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070335 

[未得標廠商名稱]長宏奈米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06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冷凍乾燥機 

[標案案號]103-A110 

[機關代碼]3.10.99.20 

[單位名稱]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電子郵件信箱]hchung@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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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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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1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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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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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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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單工本費每份新台幣貳佰元整,現場以現金購買,郵購者以

郵政匯票為之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0 12:00 

[開標時間]103/05/20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耕書樓 B1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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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3年 08月 15日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營業項目包含本標購財物者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上班時間內(08:00~12:00,13:00~17:00)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憑收據至

事務組領標,郵購者請以郵政匯票(抬頭:中臺科技大學)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寄至本校事務

組購買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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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新店郵政第 7-121號信

箱、電話：02-29125852）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5樓;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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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代碼]3.10.99.20 

[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健康科學院 

[機關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台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 666號 

[聯絡人]洪秀琴 

[聯絡電話]04-22391647分機 8311 

[傳真號碼]04-22395989 

[標案案號]103-A110  

[標案名稱]冷凍乾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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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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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時間]103/05/20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06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履約地點]臺中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中市－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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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自訂合約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1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20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3 

[契約編號]103-A11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900,000元 

[總決標金額]78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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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9493 

[得標廠商名稱]金鳴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6新北市土城區 亞洲路一四六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2692848  

[決標金額]783,6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3/05/21－103/08/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冷凍乾燥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金鳴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783,600 

[底價金額]9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783,6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870669 

[未得標廠商名稱]沛莫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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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0125 

[未得標廠商名稱]展丞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42,8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2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臺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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