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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7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套件 64 套 

[標案案號]102-161-EN-10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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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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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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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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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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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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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30 17:00 

[開標時間]103/07/01 10:00 

[開標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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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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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採購項目:機器人套件 64 套/LEGO MINDSTORMS Edacation EV3(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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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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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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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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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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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套件 64 套 

[標案案號]102-161-EN-10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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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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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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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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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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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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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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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1 17:00 

[開標時間]103/07/14 10:00 

[開標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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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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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採購項目:機器人套件 64 套/LEGO MINDSTORMS Edacation EV3(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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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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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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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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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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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套件 64 套 

[標案案號]102-161-EN-10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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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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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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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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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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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1 17:00 

[開標時間]103/07/22 11:00 

[開標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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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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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採購項目:機器人套件 64 套/LEGO MINDSTORMS Edacation EV3(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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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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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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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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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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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10/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磁碟陣列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075-LC-06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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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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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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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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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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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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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1 17:00 

[開標時間]103/10/22 09:00 

[開標地點]本校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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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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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本次採購項目為: 

磁碟陣列機 1 台:建議廠牌 HDS VSP、HP 3PAR 7400、IBM DS8870 或同等品。 

投標廠商若欲使用同等品交貨者,須檢附同等品之廠牌、型號、規格、功能等相關文件供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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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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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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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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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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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10/23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磁碟陣列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075-LC-06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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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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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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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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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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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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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30 12:00 

[開標時間]103/10/30 14:00 

[開標地點]本校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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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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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本次採購項目為: 

磁碟陣列機 1 台:建議廠牌 HDS VSP、HP 3PAR 7400、IBM DS8870 或同等品。 

投標廠商若欲使用同等品交貨者,須檢附同等品之廠牌、型號、規格、功能等相關文件供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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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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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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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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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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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10/31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磁碟陣列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075-LC-06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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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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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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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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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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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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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費或以

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06 17:00 

[開標時間]103/11/07 11:00 

[開標地點]本校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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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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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依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規定，允許廠商親自或郵

遞方式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文書組購買。 

[公開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至本校事務暨文書組繳

費或以郵政匯票方式抬頭為「南榮科技大學」郵寄室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組。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六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本次採購項目為: 

磁碟陣列機 1 台:建議廠牌 HDS VSP、HP 3PAR 7400、IBM DS8870 或同等品。 

投標廠商若欲使用同等品交貨者,須檢附同等品之廠牌、型號、規格、功能等相關文件供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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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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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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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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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103年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資本門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目 錄 
 

  

公告日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序號 截止收件期限 
頁

碼 

103/06/10 103-001-SE-01 李氏硬度計 1 台、膜厚計 1 台 01 103/06/17 1 

103/06/10 103-002-SE-02 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01 103/06/17 4 

103/06/20 103-001-SE-01 李氏硬度計 1 台、膜厚計 1 台 02 103/06/24 7 

103/06/20 103-002-SE-02 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02 103/06/24 10 

103/06/24 103-005-MET-01 
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

組 1 套 
01 103/07/01 13 

103/07/02 102-165-DC-08 教學廣播系統 1 式 01 103/07/08 16 

103/07/02 102-166-DC-09 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01 103/07/08 19 

103/07/02 102-167-DC-11 
3D 印表機 1 組、3D 影像輸出系

統 1 套 
01 103/07/08 22 

103/07/02 102-168-DC-12 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等乙批 01 103/07/09 25 

103/07/02 103-012-DC-01 
3D 資料處理平台 1 台、個人電腦

10 套 
01 103/07/09 28 

103/07/02 103-013-IM-01 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 01 103/07/10 31 

103/07/02 103-009-LC-02 防毒軟體 1 套 01 103/07/10 34 

103/07/02 103-014-LJ-02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01 103/07/10 37 

103/07/08 103-005-MET-01 
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

組 1 套 
02 103/07/14 40 

103/07/10 102-166-DC-09 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02 103/07/16 43 

103/07/15 103-013-IM-01 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 02 103/07/22 46 

103/07/15 103-009-LC-02 防毒軟體 1 套 02 103/07/22 49 

103/07/15 103-014-LJ-02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02 103/07/22 52 

103/07/15 103-030-HM-01 
電烤爐含底架 3 組、酵母培養機

1 組 
01 103/07/22 55 

103/07/15 103-021-RH-02 電動跑步機-訓練用 2 部等乙批 01 103/07/23 58 

103/07/15 103-020-RH-01 教練用運動分析軟體 1 套 01 103/07/23 61 

103/07/21 102-166-DC-09 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03 103/07/25 64 

103/07/29 103-009-LC-02 防毒軟體 1 套 03 103/08/04 67 

103/07/29 103-014-LJ-02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03 103/08/04 70 

103/07/29 103-038-ME-03 機器人模組 10 套 01 103/08/04 73 

103/08/05 103-036-GA-01 監視系統 1 式 01 103/08/12 76 

103/08/08 103-038-ME-03 機器人模組 10 套 02 103/08/14 79 

103/08/08 103-045-CT-02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01 103/08/14 82 



103年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資本門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目 錄 
 

  

公告日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序號 截止收件期限 
頁

碼 

103/08/08 103-046-CT-03 可程式教學模組 8 套 01 103/08/14 85 

103/08/13 103-047-LB-04 光碟 1 批 01 103/08/19 88 

103/08/14 103-050-HM-02 
地毯清洗機 2 台、自走式洗地機

2 台 
01 103/08/21 91 

103/08/15 103-048-ID-01 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01 103/08/21 94 

103/08/15 103-052-LB-05 中文圖書 1 批 01 103/08/21 97 

103/08/21 103-038-ME-03 機器人模組 10 套 03 103/08/26 100 

103/08/21 103-045-CT-02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02 103/08/26 103 

103/08/21 103-046-CT-03 可程式教學模組 8 套 02 103/08/26 106 

103/08/28 103-048-ID-01 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02 103/09/02 109 

103/08/28 103-054-SA-01 機器人模組 5 組 01 103/09/02 112 

103/08/28 103-060-HL-02 混音處理器 1 台等乙批 01 103/09/04 115 

103/08/28 103-061-CP-01 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01 103/09/04 118 

103/09/03 103-062-EA-02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01 103/09/10 121 

103/09/03 103-063-EA-03 自動控制實驗機台 2 套 01 103/09/10 124 

103/09/05 103-048-ID-01 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03 103/09/11 127 

103/09/05 103-054-SA-01 機器人模組 5 組 02 103/09/11 130 

103/09/10 103-061-CP-01 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02 103/09/16 133 

103/09/16 103-062-EA-02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02 103/09/22 136 

103/09/16 103-063-EA-03 自動控制實驗機台 2 套 02 103/09/22 139 

103/09/16 103-067-ID-02 繪圖工作站 2 台 01 103/09/23 142 

103/09/16 103-070-TR-05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01 103/09/23 145 

103/09/22 103-061-CP-01 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03 103/09/26 148 

103/09/24 103-071-DC-04 
麥克風組 1 式、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01 103/09/30 151 

103/09/24 103-062-EA-02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03 103/09/30 154 

103/09/26 103-070-TR-05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02 103/10/02 157 

103/10/02 103-071-DC-04 
麥克風組 1 式、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02 103/10/08 160 

103/10/06 103-070-TR-05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03 103/10/13 163 

103/10/06 103-078-DC-05 
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電動背景

布幕 1 組 
01 103/10/13 166 

103/10/08 103-076-LC-07 個人電腦 19 台 01 103/10/14 169 



103年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資本門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目 錄 
 

  

公告日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序號 截止收件期限 
頁

碼 

103/10/15 103-078-DC-05 
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電動背景

布幕 1 組 
02 103/10/21 172 

103/10/16 103-076-LC-07 個人電腦 19 台 02 103/10/22 175 

103/10/24 103-076-LC-07 個人電腦 19 台 03 103/10/30 178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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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李氏硬度計 1 台、膜厚計 1 台 

[標案案號]103-001-SE-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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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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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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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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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7 17:00 

[開標時間]103/06/18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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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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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案採購項目為 

1.李氏硬度計 1 台：手持式金屬硬度計 PROCEQ Bambino2(或同等品) 

2.膜厚計 1 台：兩用型膜厚計 SaluTron D6(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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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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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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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標案案號]103-002-SE-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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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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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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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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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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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7 17:00 

[開標時間]103/06/18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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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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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電力系統:110V~220V 

Grandore Fika 3D PRINTER(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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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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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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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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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李氏硬度計 1 台、膜厚計 1 台 

[標案案號]103-001-SE-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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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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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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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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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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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7:00 

[開標時間]103/06/25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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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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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案採購項目為 

1.李氏硬度計 1 台：手持式金屬硬度計 PROCEQ Bambino2(或同等品) 

2.膜厚計 1 台：兩用型膜厚計 SaluTron D6(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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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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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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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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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標案案號]103-002-SE-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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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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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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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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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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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7:00 

[開標時間]103/06/25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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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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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模型製作及 3D 列印系統 1 台 

電力系統:110V~220V 

Grandore Fika 3D PRINTER(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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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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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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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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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4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組 1 套 

[標案案號]103-005-MET-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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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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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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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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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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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1 17:00 

[開標時間]103/07/02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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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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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採購項目為: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組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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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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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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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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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教學廣播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2-165-DC-08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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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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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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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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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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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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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8 17:00 

[開標時間]103/07/09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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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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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案為:教學廣播系統 1 式 

1.操控硬體電容觸控主控平台系統 1 套 

2.數位整合器 1 套 

3.數位影像派送多功組(一對四)15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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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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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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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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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2-166-DC-09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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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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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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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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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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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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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8 17:00 

[開標時間]103/07/09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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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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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1.Adobe CS6 Design& Web Premium 中文教育版授權版+漫畫彩繪軟體,最新版 10 人授權 

2.安裝光碟片(含電子手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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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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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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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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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3D 印表機 1 組、3D 影像輸出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2-167-DC-1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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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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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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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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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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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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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8 17:00 

[開標時間]103/07/09 11: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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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9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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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3D 印表機 1 組、3D 影像輸出系統 1 套 

1.UL timaker 2 3D 印表機 VR330(或同等品) 

2.含 i3D 模型轉換軟體。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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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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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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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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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等乙批 

[標案案號]102-168-DC-1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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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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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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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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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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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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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9 17:00 

[開標時間]103/07/10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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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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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2.DV 攝影機腳架 1 組 

3.冷光燈組 1 組 

4.前級混音機 1 組 

5.非線性剪輯系統 1 組 

6.攝影前製特效導播系統 1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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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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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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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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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3D 資料處理平台 1 台、個人電腦 10 套 

[標案案號]103-012-DC-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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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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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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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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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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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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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9 17:00 

[開標時間]103/07/10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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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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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3D 資料處理平台 1 台: 

HTC ONE MAX 5.9 吋 4 核心 指紋辨識高階旗艦機(含以上或同等品) 

2.個人電腦 10 套: 

電腦主機:ASUS CM6731(或同等品) 

電腦螢幕:Acer V246HL W(AR)(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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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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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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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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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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 

[標案案號]103-013-IM-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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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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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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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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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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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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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0 12:00 

[開標時間]103/07/10 14: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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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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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PMS 獨立站科系授權(最新版) 

1.本案為永久授權 

2.必須包含系統安裝及一年免費升級維護保固及兩場次教育訓練課程 

3.須提供一份原版光碟及原廠軟體授權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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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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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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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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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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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防毒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009-LC-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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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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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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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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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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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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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0 17:00 

[開標時間]103/07/11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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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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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防毒軟體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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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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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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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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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3-014-LJ-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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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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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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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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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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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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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0 17:00 

[開標時間]103/07/11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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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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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65 吋含以上斜對角螢幕尺 

觸動顯示白板 

含軟體功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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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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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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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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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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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組 1 套 

[標案案號]103-005-MET-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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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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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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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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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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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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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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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4 17:00 

[開標時間]103/07/15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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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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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採購項目為:燃料電池電源模組及電源負荷模組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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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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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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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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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2-166-DC-09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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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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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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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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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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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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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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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16 17:00 

[開標時間]103/07/17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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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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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1.Adobe CS6 Design& Web Premium 中文教育版授權版+漫畫彩繪軟體,最新版 10 人授權 

2.安裝光碟片(含電子手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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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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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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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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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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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 

[標案案號]103-013-IM-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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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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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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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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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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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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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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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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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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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雲端媒體分享平台 1 套：PMS 獨立站科系授權(最新版) 

1.本案為永久授權 

2.必須包含系統安裝及一年免費升級維護保固及兩場次教育訓練課程 

3.須提供一份原版光碟及原廠軟體授權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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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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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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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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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防毒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009-LC-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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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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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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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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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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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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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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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09: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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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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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防毒軟體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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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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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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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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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3-014-LJ-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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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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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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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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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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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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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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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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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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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65 吋含以上斜對角螢幕尺 

觸動顯示白板 

含軟體功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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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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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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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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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烤爐含底架 3 組、酵母培養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030-HM-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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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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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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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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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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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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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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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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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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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電烤爐含底架 3 組:電壓三相 220v 功率:11.2kw 須含水電安裝。 

2.酵母培養機 1 組:電壓三相 220v 功率 1.2kw 須含水電安裝。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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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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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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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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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動跑步機-訓練用 2 部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21-RH-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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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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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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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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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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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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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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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3 12:00 

[開標時間]103/07/23 14: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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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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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電動跑步機-訓練用 2 部 

2.貼紮工作檯 2 部 

3.高級原木指壓床 2 座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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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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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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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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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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教練用運動分析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020-RH-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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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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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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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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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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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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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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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3 12:00 

[開標時間]103/07/23 15: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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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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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教練用運動分析軟體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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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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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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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6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21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2-166-DC-09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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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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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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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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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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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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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5 17:00 

[開標時間]103/07/28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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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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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多媒體繪圖軟體 1 套 

1.Adobe CS6 Design& Web Premium 中文教育版授權版+漫畫彩繪軟體,最新版 10 人授權 

2.安裝光碟片(含電子手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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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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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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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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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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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29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防毒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009-LC-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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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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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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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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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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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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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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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04 17:00 

[開標時間]103/08/05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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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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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防毒軟體 1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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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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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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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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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29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3-014-LJ-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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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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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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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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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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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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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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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04 17:00 

[開標時間]103/08/05 09: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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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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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互動式顯示器教學系統 1 套: 

65 吋含以上斜對角螢幕尺 

觸動顯示白板 

含軟體功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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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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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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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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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29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模組 10 套 

[標案案號]103-038-ME-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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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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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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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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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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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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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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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04 17:00 

[開標時間]103/08/05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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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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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機器人模組 10 套： 

Arduino 原廠介面套件:(或等品含以上) 

Starter 套件 

ADK Rev3 控制器(含 USB 傳輸線) 

R3 網路擴充模組(含 PoE) 

WiFi 擴充模組 R3 

馬達驅動器擴充模組 

超音波距離感測器 

PlayRobot 藍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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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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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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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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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036-GA-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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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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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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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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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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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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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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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2 17:00 

[開標時間]103/08/13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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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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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 

監視系統: 

(一)攝影機:戶外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8 台 

(二)數位錄放影機:16 路高畫質網路型數位錄放影機 2 台 

(三)監看螢幕(19 吋含以上液晶螢幕):2 台 

(四)以上皆含佈線安裝，相關位置可於投標前至現場會勘。 

(五)以上監視系統相關設備，於投標時檢附型錄審查，未檢附以不符格資格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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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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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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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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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模組 10 套 

[標案案號]103-038-ME-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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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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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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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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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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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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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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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4 17:00 

[開標時間]103/08/15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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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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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機器人模組 10 套： 

Arduino 原廠介面套件:(或等品含以上) 

Starter 套件 

ADK Rev3 控制器(含 USB 傳輸線) 

R3 網路擴充模組(含 PoE) 

WiFi 擴充模組 R3 

馬達驅動器擴充模組 

超音波距離感測器 

PlayRobot 藍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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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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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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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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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3-045-CT-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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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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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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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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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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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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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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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4 17:00 

[開標時間]103/08/15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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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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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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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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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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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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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可程式教學模組 8 套 

[標案案號]103-046-CT-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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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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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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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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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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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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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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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4 17:00 

[開標時間]103/08/15 11: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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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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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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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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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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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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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3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光碟 1 批 

[標案案號]103-047-LB-04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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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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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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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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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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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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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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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9 17:00 

[開標時間]103/08/20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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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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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光碟乙批 

(DVD 及 VOD 公播版)共 42 種 

必須提供紙本公播版證明文件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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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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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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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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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4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地毯清洗機 2 台、自走式洗地機 2 台 

[標案案號]103-050-HM-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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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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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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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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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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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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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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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1 17:00 

[開標時間]103/08/22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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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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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地毯清洗機 2 台:KARCHER BR30/4(或同等品) 

2.自走式洗地機 2 台:KARCHER B40W(或同等品) 

※投標時須提供型錄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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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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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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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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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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48-ID-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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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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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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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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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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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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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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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1 17:00 

[開標時間]103/08/22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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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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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紅外線溫度計 2 台 

2.二氧化碳/溫濕度紀錄器 3 台 

3.噪音計 3 台 

4.色溫照度計 1 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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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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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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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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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1 批 

[標案案號]103-052-LB-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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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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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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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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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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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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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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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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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1 17:00 

[開標時間]103/08/22 11: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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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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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中文圖書乙批: 

含編目、加工、黏貼可消式防盜磁條 

含日文圖書，約 2287 種(2290 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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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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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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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1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模組 10 套 

[標案案號]103-038-ME-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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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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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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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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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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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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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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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6 17:00 

[開標時間]103/08/27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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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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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機器人模組 10 套： 

Arduino 原廠介面套件:(或等品含以上) 

Starter 套件 

ADK Rev3 控制器(含 USB 傳輸線) 

R3 網路擴充模組(含 PoE) 

WiFi 擴充模組 R3 

馬達驅動器擴充模組 

超音波距離感測器 

PlayRobot 藍芽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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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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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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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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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1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標案案號]103-045-CT-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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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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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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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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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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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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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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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6 17:00 

[開標時間]103/08/27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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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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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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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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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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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1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可程式教學模組 8 套 

[標案案號]103-046-CT-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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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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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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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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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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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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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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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6 17:00 

[開標時間]103/08/27 11: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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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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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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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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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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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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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48-ID-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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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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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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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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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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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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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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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2 17:00 

[開標時間]103/09/03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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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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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紅外線溫度計 2 台 

2.二氧化碳/溫濕度紀錄器 3 台 

3.噪音計 3 台 

4.色溫照度計 1 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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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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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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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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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模組 5 組 

[標案案號]103-054-SA-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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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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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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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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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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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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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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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2 17:00 

[開標時間]103/09/03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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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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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機器人模組 5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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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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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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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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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混音處理器 1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60-HL-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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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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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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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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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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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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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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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4 17:00 

[開標時間]103/09/05 09: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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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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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混音處理器 1 台 

2.高功率後級擴大機 2 台 

3.矩陣式主喇叭 4 組 

4.超低音喇叭 2 支 

5.自動混音器 1 台 

6.活動機櫃 1 組 

7.電源控制器 1 台 

8.數位式顯示無線麥克風 2 台 

9.LED 燈 6 只 

10.燈光控制器 1 組 

以上設備需含配線等線材(主動式喇叭線材外徑需達 15mm以上,長度各 30米以上)及安裝配置,

並與使用單位完全配合 



117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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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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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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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61-CP-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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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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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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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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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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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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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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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4 17:00 

[開標時間]103/09/05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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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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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真空練土機 1 台 

2.拉坯機 4 台 

3.三面水洗式噴釉台 1 台 

4.手動陶板機 1 座 

5.空氣壓縮機 1 式 

6.工作桌 2 座 

7.坯體置物架 1 座 

以上設備採購均含安裝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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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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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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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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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3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標案案號]103-062-EA-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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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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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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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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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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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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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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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10 17:00 

[開標時間]103/09/11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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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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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1.蒸氣鍋 

2.蒸餾萃取鍋 

3.冷卻鍋 

4.冷卻桶 

需包含用水用電配置,施作時水電之配置方式，需與使用單位協商同意後方可施作。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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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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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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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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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3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自動控制實驗機台 2 套 

[標案案號]103-063-EA-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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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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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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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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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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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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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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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10 17:00 

[開標時間]103/09/11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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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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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自動控制實驗機 2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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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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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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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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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紅外線溫度計 2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48-ID-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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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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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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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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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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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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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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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11 17:00 

[開標時間]103/09/12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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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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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有: 

1.紅外線溫度計 2 台 

2.二氧化碳/溫濕度紀錄器 3 台 

3.噪音計 3 台 

4.色溫照度計 1 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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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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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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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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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機器人模組 5 組 

[標案案號]103-054-SA-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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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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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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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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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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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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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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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11 17:00 

[開標時間]103/09/12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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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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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機器人模組 5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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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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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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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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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0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61-CP-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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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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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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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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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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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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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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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16 17:00 

[開標時間]103/09/17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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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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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真空練土機 1 台 

2.拉坯機 4 台 

3.三面水洗式噴釉台 1 台 

4.手動陶板機 1 座 

5.空氣壓縮機 1 式 

6.工作桌 2 座 

7.坯體置物架 1 座 

以上設備採購均含安裝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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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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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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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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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標案案號]103-062-EA-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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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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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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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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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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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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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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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2 17:00 

[開標時間]103/09/23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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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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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1.蒸氣鍋 

2.蒸餾萃取鍋 

3.冷卻鍋 

4.冷卻桶 

需包含用水用電配置,施作時水電之配置方式，需與使用單位協商同意後方可施作。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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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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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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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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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自動控制實驗機台 2 套 

[標案案號]103-063-EA-03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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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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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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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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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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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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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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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2 17:00 

[開標時間]103/09/23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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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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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自動控制實驗機 2 套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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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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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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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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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繪圖工作站 2 台 

[標案案號]103-067-ID-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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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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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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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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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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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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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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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3 17:00 

[開標時間]103/09/24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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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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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繪圖工作站 2 台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20(15M Cache,2.0GHz,六核心)2 顆(含)以上 

記憶體:8G(2G*4)DDR3-1600UB ECC(含)以上 

硬碟:300GB SAS 1000rpm HDD(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提供 1350Watts 之電源供應器 

含作業系統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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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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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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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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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E 化教學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070-TR-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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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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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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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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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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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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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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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3 17:00 

[開標時間]103/09/24 10:3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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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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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1.資訊講桌 

2.個人電腦 

3.液晶螢幕 

4.投影機 

5.投影布幕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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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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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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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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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等乙批 

[標案案號]103-061-CP-01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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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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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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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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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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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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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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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6 17:00 

[開標時間]103/09/29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 1 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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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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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真空練土機 1 台 

2.拉坯機 4 台 

3.三面水洗式噴釉台 1 台 

4.手動陶板機 1 座 

5.空氣壓縮機 1 式 

6.工作桌 2 座 

7.坯體置物架 1 座 

以上設備採購均含安裝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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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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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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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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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4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麥克風組 1 式、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071-DC-04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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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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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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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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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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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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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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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30 17:00 

[開標時間]103/10/01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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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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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麥克風組 1 式 

2.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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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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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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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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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4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標案案號]103-062-EA-02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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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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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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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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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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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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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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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30 17:00 

[開標時間]103/10/01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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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1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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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植物蒸餾萃取機 1 套 

1.蒸氣鍋 

2.蒸餾萃取鍋 

3.冷卻鍋 

4.冷卻桶 

需包含用水用電配置,施作時水電之配置方式，需與使用單位協商同意後方可施作。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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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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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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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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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E 化教學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070-TR-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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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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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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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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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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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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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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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2 17:00 

[開標時間]103/10/03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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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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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1.資訊講桌 

2.個人電腦 

3.液晶螢幕 

4.投影機 

5.投影布幕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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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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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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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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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2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麥克風組 1 式、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071-DC-04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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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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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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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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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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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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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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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8 17:00 

[開標時間]103/10/09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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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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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麥克風組 1 式 

2.專業數位攝影機 1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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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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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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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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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E 化教學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070-TR-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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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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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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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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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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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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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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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3 17:00 

[開標時間]103/10/14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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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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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E 化教學系統 1 式 

1.資訊講桌 

2.個人電腦 

3.液晶螢幕 

4.投影機 

5.投影布幕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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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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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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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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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電動背景布幕 1 組 

[標案案號]103-078-DC-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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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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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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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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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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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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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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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3 17:00 

[開標時間]103/10/14 10: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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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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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 

2.電動背景布幕 1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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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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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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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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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8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19 台 

[標案案號]103-076-LC-07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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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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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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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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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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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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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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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4 17:00 

[開標時間]103/10/15 10: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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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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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個人電腦 19 台 

一、主機:Intel Core i5 4570(3.2GHz,6M coche,4C/4T 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ProDesk 600 G1 TWR(或同等品) 

二、液晶螢幕:21.5 吋(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Z22i(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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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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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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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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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15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電動背景布幕 1 組 

[標案案號]103-078-DC-05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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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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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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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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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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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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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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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1 17:00 

[開標時間]103/10/22 11: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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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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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1.硬碟式錄放影機 1 組 

2.電動背景布幕 1 組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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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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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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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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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16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19 台 

[標案案號]103-076-LC-07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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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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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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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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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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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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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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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2 17:00 

[開標時間]103/10/23 09:0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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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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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個人電腦 19 台 

一、主機:Intel Core i5 4570(3.2GHz,6M coche,4C/4T 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ProDesk 600 G1 TWR(或同等品) 

二、液晶螢幕:21.5 吋(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Z22i(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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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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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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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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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24 

[機關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19 台 

[標案案號]103-076-LC-07 

[機關代碼]71801404 

[單位名稱]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聯絡人]顏瑞倩 

[聯絡電話](06)6523111 分機 1322 

[傳真號碼](06)6523614 

[電子郵件信箱]z3110@mail.n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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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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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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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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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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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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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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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30 12:00 

[開標時間]103/10/30 13:30 

[開標地點]行政服務暨活動中心一樓-總務處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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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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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及最新一期納稅證明等之合法相關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附回郵信封索標或親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暨文書

組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總務長室 

[押標金額度]：免 

本次採購項目為: 

個人電腦 19 台 

一、主機:Intel Core i5 4570(3.2GHz,6M coche,4C/4T 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ProDesk 600 G1 TWR(或同等品) 

二、液晶螢幕:21.5 吋(含以上) 

建議廠牌 HP Z22i(或同等品)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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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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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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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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