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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4/20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1

標案名稱 微軟CA方案大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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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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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 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276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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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人力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5/05 09:30

開標時間 109/05/05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5%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45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是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料及應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3、廠商之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
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或金融機構出
具之信用證明等。。
4、廠商印模。
5、代理委託書。
6、投標廠商聲明書。
7、未受停權處份切結書
8、押標金。
9、原廠經銷授權證明書
10、與設備明細表對應之產品型錄或文件(需標註)。
以上各項證明文件，請依照本校所發「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所標示之「項
次」順序，由上而下整理裝訂，附於資格審查表之後，以便審查。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3.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本採購案於投標前廠商應到校瞭解相關場地服務事宜，如有異議，應於規
定截止日前書面聲明要求解釋之，於開標時得標後不得異議，概以招標須知
規範及本校說明為準。
2.因本案決標方式為最低標，故決標後得標廠商需將得標總額重新計算分配
於標的物單價中，以利後續追加採購作業之進行。
3.本次採購服務條件：授權使用1年。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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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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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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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21530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5點27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5/08

標案案號 HWH109001

標案名稱 微軟CA方案大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4/2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5/08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5/08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傳輸次數
決標
序號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檢
視

微軟CA⽅案⼤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01 001 109/05/08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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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5/08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1

標案名稱 微軟CA方案大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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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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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 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44302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4430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4430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44302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44302%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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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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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人力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5/15 09:30

開標時間 109/05/15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5%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45天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是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料及應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3、廠商之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
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或金融機構出
具之信用證明等。。
4、廠商印模。
5、代理委託書。
6、投標廠商聲明書。
7、未受停權處份切結書
8、押標金。
9、原廠經銷授權證明書
10、與設備明細表對應之產品型錄或文件(需標註)。
以上各項證明文件，請依照本校所發「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所標示之「項
次」順序，由上而下整理裝訂，附於資格審查表之後，以便審查。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2.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3.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本採購案於投標前廠商應到校瞭解相關場地服務事宜，如有異議，應於規
定截止日前書面聲明要求解釋之，於開標時得標後不得異議，概以招標須知
規範及本校說明為準。
2.因本案決標方式為最低標，故決標後得標廠商需將得標總額重新計算分配
於標的物單價中，以利後續追加採購作業之進行。
3.本次採購服務條件：授權使用1年。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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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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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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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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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決標公告
公告⽇:109/05/20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1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標案名稱 微軟CA方案大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決標資料類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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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共同投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109/05/15 10:00

原公告⽇期 109/05/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092878%26tenderCaseNo%3DHWH109001&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BE%AE%E8%BB%9FCA%E6%96%B9%E6%A1%88%E5%A4%A7%E5%B0%88%E7%A7%9F%E7%B4%84%E6%8E%88%E6%AC%8A%E6%9C%80%E6%96%B0%E7%89%88%E8%BB%9F%E9%AB%94%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1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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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
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項次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1 3 .9 教育部 1 ,170 ,000元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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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標
廠
商

投標廠商家數 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 53998783

 廠商名稱 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 其他

 廠商地址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福里大連路二段221號2樓

 廠商電話 (02) 25858655  分機15

 決標⾦額 9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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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企業 是

 履約起迄⽇期 109/05/15－109/06/28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決
標
品
項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微軟CA方案大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 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1

  得標廠商
  原始投標⾦額

1,150,000元



  決標⾦額 918,000 元

  底價⾦額 921,400 元

  原產地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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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918,000元
玖拾壹萬捌仟元

決
標
資
料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9/05/15

決標公告⽇期 109/05/20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921,4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918,000元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
調整價⾦規定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無預算

履約執⾏機關
機關代碼：3.10.99.59
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作 業 歷 程

標 案 名 稱
招 標

傳 輸 次 數
決 標

 序 號
決 標

 更 正 序 號
決 標

公 告 日 期
檢
視

微軟CA⽅案⼤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01 001 109/05/08
微軟CA⽅案⼤專租約授權最新版軟體 02 001 10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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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5/25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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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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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1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5779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9/05/25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

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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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尚未提供廠商線上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100元整，請至事務組
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09 09:30

開標時間 109/06/09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45日(含)內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
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營業項目代碼、營業項目：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F119010電子材料批
發業、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等與本案相關之營業項目代碼及營業項目(該
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或報價單(內含規格說明)等，並標示出本校投
標規格中與型錄或報價單之對應規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各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接
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3.電腦需為原廠出廠設備及作業系統需為原廠正版授權軟體。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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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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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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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000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8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6/12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5/2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12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12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廢標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傳輸次數
決標
序號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檢
視

數媒系-繪圖⼯作站 01 001 109/06/12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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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6/12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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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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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1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538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6/12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

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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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尚未提供廠商線上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100元整，請至事務組
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19 09:30

開標時間 109/06/19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45日(含)內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
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營業項目代碼、營業項目：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F119010電子材料批
發業、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等與本案相關之營業項目代碼及營業項目(該
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或報價單(內含規格說明)等，並標示出本校投
標規格中與型錄或報價單之對應規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各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接
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3.電腦需為原廠出廠設備及作業系統需為原廠正版授權軟體。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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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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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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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076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9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6/23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6/1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23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2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廢標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傳輸次數
決標
序號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檢
視

數媒系-繪圖⼯作站 01 001 109/06/12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23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數媒系-繪圖⼯作站 02 001 109/06/23
數媒系-繪圖⼯作站 03 001 109/07/03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285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3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6/23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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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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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1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439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6/23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

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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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尚未提供廠商線上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100元整，請至事務組
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30 09:30

開標時間 109/06/30 11: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45日(含)內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
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營業項目代碼、營業項目：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F119010電子材料批
發業、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等與本案相關之營業項目代碼及營業項目(該
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或報價單(內含規格說明)等，並標示出本校投
標規格中與型錄或報價單之對應規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各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接
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3.電腦需為原廠出廠設備及作業系統需為原廠正版授權軟體。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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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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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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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092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0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決標公告
公告⽇:109/07/03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2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標案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決標資料類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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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共同投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109/06/30 11:00

原公告⽇期 109/06/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145%26tenderCaseNo%3DHWH109002&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6%95%B8%E5%AA%92%E7%B3%BB-%E7%B9%AA%E5%9C%96%E5%B7%A5%E4%BD%9C%E7%AB%9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2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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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
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項次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1 3 .9 教育部 2 ,288 ,000元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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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
契約範本。

投
標
廠
商

投標廠商家數 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 30990747

 廠商名稱 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 其他

 廠商地址 104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147號2樓

 廠商電話 (02) 25015568

 決標⾦額 2,27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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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企業 是

 履約起迄⽇期 109/06/30－109/08/13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決
標
品
項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數媒系-繪圖工作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 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55

  得標廠商 2,282,000元



  原始投標⾦額

  決標⾦額 2,277,000 元

  底價⾦額 2,278,900 元

  原產地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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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2,277,000元
貳佰貳拾柒萬柒仟元

決
標
資
料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9/06/30

決標公告⽇期 109/07/0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2,278,9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277,000元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
調整價⾦規定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無預算

履約執⾏機關
機關代碼：3.10.99.59
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作 業 歷 程

標 案 名 稱
招 標

傳 輸 次 數
決 標

 序 號
決 標

 更 正 序 號
決 標

公 告 日 期
檢
視

數媒系-繪圖⼯作站 01 001 109/06/12
數媒系-繪圖⼯作站 02 001 109/06/23
數媒系-繪圖⼯作站 03 001 109/07/03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297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3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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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6/03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2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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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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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6612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50,000元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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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無提供電子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招標文件100元整，請
至事務組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17 09:30

開標時間 109/06/17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60日曆天(含)內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空調工程相關工程公司)：如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
記證、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
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核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
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前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半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
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本案依「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需「領有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及加入
「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並檢附相關文件佐證。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前廠商應到校了解學校現況,避免對於冷氣及電力改善評估錯誤，在雙
方履約時造成糾紛。
2.投標時請檢附型錄並標明規格項次,得標廠商應提供冷氣廠牌、型號審查及
原廠出貨證明.
3.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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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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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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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17696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4點0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6/20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6/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2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20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6/20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決標 決標 決標 檢

區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21217&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傳輸次數 序號 更正序號 公告日期 視

分離式冷氣機⼄批 01 001 109/06/20
分離式冷氣機⼄批 02 001 109/07/03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001 109/08/06
分離式冷氣機⼄批 04 001 109/08/18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17731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4點3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6/20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2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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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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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8319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50,000元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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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無提供電子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招標文件100元整，請
至事務組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30 09:30

開標時間 109/06/30 10:3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60日曆天(含)內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空調工程相關工程公司)：如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
記證、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
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核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
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前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半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
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本案依「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需「領有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及加入
「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並檢附相關文件佐證。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前廠商應到校了解學校現況,避免對於冷氣及電力改善評估錯誤，在雙
方履約時造成糾紛。
2.投標時請檢附型錄並標明規格項次,得標廠商應提供冷氣廠牌、型號審查及
原廠出貨證明.
3.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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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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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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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17736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4點6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7/03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6/2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7/03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7/0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決標 決標 決標 檢

區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31399&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傳輸次數 序號 更正序號 公告日期 視

分離式冷氣機⼄批 01 001 109/06/20
分離式冷氣機⼄批 02 001 109/07/03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001 109/08/06
分離式冷氣機⼄批 04 001 10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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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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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109/07/21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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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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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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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00865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0086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0086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00865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00865%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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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50,000元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更正序號 01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7/21

原公告⽇ 1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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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無提供電子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招標文件100元整，請
至事務組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7/28 13:30

開標時間 109/07/28 14:00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60日曆天(含)內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空調工程相關工程公司)：如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
記證、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
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核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
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前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半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
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本案依「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需「領有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及加入
「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並檢附相關文件佐證。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第一次更正公告】延長等標期
本次修正：
本案購置財物規格表吊隱分離式冷氣機，第二點：原CSPF值≧5.46 kw
h/kwh(含)以上，修正為CSPF值≧5.32 kwh/kwh(含)以上。

1.投標前廠商應到校了解學校現況,避免對於冷氣及電力改善評估錯誤，
在雙方履約時造成糾紛。
2.投標時請檢附型錄並標明規格項次,得標廠商應提供冷氣廠牌、型號審
查及原廠出貨證明.
3.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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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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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業 歷 程
標 案 名 稱 傳 輸 次 數 更 正 序 號 是 否 異 動 招 標 文 件 公 告 日 檢 視

分離式冷氣機⼄批 01 109/06/03
分離式冷氣機⼄批 02 109/06/20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109/07/14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01 1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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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紅⾊字體表⽰此次更正公告與前次之差異，前次公告內容於滑鼠移⾄文字上⽅時⾃動顯⽰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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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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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68692167&area=history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68782619&area=history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68881402&area=history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68914612&area=history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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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8/06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7/1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8/06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8/06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廢標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決標 決標 決標 檢

區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5974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傳輸次數 序號 更正序號 公告日期 視

分離式冷氣機⼄批 01 001 109/06/20
分離式冷氣機⼄批 02 001 109/07/03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001 109/08/06
分離式冷氣機⼄批 04 001 10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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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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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8/06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李麗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mei@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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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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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0926&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350,000元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4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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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無提供電子領標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招標文件100元整，請
至事務組購買。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8/13 09:30

開標時間 109/08/13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60日曆天(含)內交貨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空調工程相關工程公司)：如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
記證、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
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核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
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前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半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
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本案依「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需「領有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及加入
「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並檢附相關文件佐證。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更正公告】
本次修正：
本案購置財物規格表吊隱分離式冷氣機，第二點：原CSPF值≧5.46 kwh/kwh
(含)以上，修正為CSPF值≧5.32 kwh/kwh(含)以上。

1.投標前廠商應到校了解學校現況,避免對於冷氣及電力改善評估錯誤，在雙
方履約時造成糾紛。
2.投標時請檢附型錄並標明規格項次,得標廠商應提供冷氣廠牌、型號審查及
原廠出貨證明.
3.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書.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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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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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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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17749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4點11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決標公告
公告⽇:109/08/18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吳孟君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3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3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標案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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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共同投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109/08/13 10:00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68410%26tenderCaseNo%3DHWH109003&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8%86%E9%9B%A2%E5%BC%8F%E5%86%B7%E6%B0%A3%E6%A9%9F%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3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原公告⽇期 109/08/0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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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
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項次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1 3 .9 教育部 2 ,354 ,387元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

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
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
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投
標
廠
商

投標廠商家數 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 80078129

 廠商名稱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 其他

 廠商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66之5號1樓

 廠商電話 (02) 22365728

 決標⾦額 2,3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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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企業 是

 履約起迄⽇期 109/08/13－109/10/11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決
標
品
項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否



 低標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23

  得標廠商
  原始投標⾦額

2,400,100元

  決標⾦額 2,305,000 元

  底價⾦額 2,328,700 元

  原產地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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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2,305,000元
貳佰參拾萬零伍仟元

決
標
資
料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9/08/13

決標公告⽇期 109/08/18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2,328,7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305,000元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
調整價⾦規定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無預算

履約執⾏機關
機關代碼：3.10.99.59
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作 業 歷 程

標 案 名 稱
招 標

傳 輸 次 數
決 標

 序 號
決 標

 更 正 序 號
決 標

公 告 日 期
檢
視

分離式冷氣機⼄批 01 001 109/06/20
分離式冷氣機⼄批 02 001 109/07/03
分離式冷氣機⼄批 03 001 109/08/06
分離式冷氣機⼄批 04 001 109/08/18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17750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4點11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6/10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4

標案名稱 個人電腦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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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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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55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17249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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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人力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標單每份100元整，請至事
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6/24 13:30

開標時間 109/06/24 14: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日起60個日曆天內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營業項目代碼、營業項目：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F119010電子材料批
發業、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等與本案相關之營業項目代碼及營業項目(該
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等，並標示出本校投標規格中與型錄之對應規
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各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接
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3.電腦需為原廠出廠設備及作業系統需為原廠正版授權軟體。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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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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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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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044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9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決標公告
公告⽇:109/07/16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4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標案名稱 個人電腦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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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共同投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109/06/24 14:00

原公告⽇期 109/06/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41937%26tenderCaseNo%3DHWH10900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5%80%8B%E4%BA%BA%E9%9B%BB%E8%85%A6%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4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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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
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項次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1 3 .9 教育部 3 ,290 ,588元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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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
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投
標
廠
商

投標廠商家數 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 23993065

 廠商名稱 開駿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 其他

 廠商地址 104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258巷19號

 廠商電話 (02) 25150018

 決標⾦額 2,2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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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企業 是

 履約起迄⽇期 109/07/03－109/08/30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 30990747

 廠商名稱 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 70474178

 廠商名稱 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決
標
品
項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個人電腦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 開駿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243

  得標廠商
  原始投標⾦額

2,220,000元

  決標⾦額 2,220,000 元

  底價⾦額 3,196,600 元

  原產地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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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2,220,000元
貳佰貳拾貳萬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 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2,897,000 元

  未得標原因 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 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3,0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 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
標
資
料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9/07/03

決標公告⽇期 109/07/16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3,196,6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220,000元

決標⾦額較預算⾦額明顯
偏低之說明

原廠電腦供應廠商欲全力投入教育市場，以大專院校教育市場為重點
目標，故以此批優惠之價格支援華夏科技大學此標案，並由指定經銷
商開駿公司銷售。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
調整價⾦規定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無預算

履約執⾏機關
機關代碼：3.10.99.59
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315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3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8/06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5

標案名稱 電動車與周邊維修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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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16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無
法
決
標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21030&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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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人力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標單每份100元整，請至事
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8/20 09:30

開標時間 109/08/20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30個工作天(含)內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
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
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一期有效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
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
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
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
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無退票紀錄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或報價單等，以對應出本校投標規格中與型錄
或報價單之對應規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申請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
接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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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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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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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108408142 位訪客(⾄098/12/31累計76003935⼈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0分 
聯絡我們∥ 著作權聲明∥ 安全保護聲明∥ 個⼈隱私聲明∥ 無障礙聲明∥ 停機紀錄
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中央採購稽核⼩組電話：(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下載Flash Player
政府電⼦採購網  版權所有 © 2009  最後更新時間：99/02/25  
⽀援瀏覽器版本為IE6.0以上及Fire Fox3.0以上，解析度1024 X 768

⼿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線上教學

http://www.pcc.gov.tw/pccap2/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righ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ecurity.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private.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accessibility.do
http://web.pcc.gov.tw/oms/sys_shutDown_record.do?method=pubSysDownRcd
http://www.adobe.com/go/getflashplayer
http://web.pcc.gov.tw/pis/images/RWD_QRcode_L_1080328.jpg
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91225081316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8/25

標案案號 HWH109005

標案名稱 電動車與周邊維修設備乙批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
公報⽇期

109/08/0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8/25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9/08/25

是否刊登公報 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 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本案號及原招
標⽅式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招標

傳輸次數
決標
序號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檢
視

電動⾞與周邊維修設備⼄批 01 001 109/08/25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無
法
決
標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NonAwardAction.do%3F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nonAwardContent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73614&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7%84%A1%E6%B3%95%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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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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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109/08/25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分機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電⼦郵件信箱 sgm@go.hwh.edu.tw

採
 購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5

標案名稱 電動車與周邊維修設備乙批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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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
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 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
自決標日起1年內保留之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利。後續擴充金
額上限為160,000元整。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tpam%2Fmain%2Ftps%2Ftpam%2Ftpam_tender_detail.do%3FsearchMode%3Dcommon%26scope%3DF%26primaryKey%3D53235098&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8B%9B%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 3.9 教育部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
 標
 資
 料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招標狀態 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公告⽇ 109/08/25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

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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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
理

否

領
 投
 開
 標

是否提供電⼦領標

否 

原因 人力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標單每份100元整，請至事
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9/09/01 09:30

開標時間 109/09/01 10: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是，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 標價百分之五

投標文字 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其
 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
條

否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自決標日起60日內(含)交貨

線上教學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
理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
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
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最近一期有效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
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
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
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
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無退票紀錄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
關之基本資格

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1.投標廠商請另附廠牌、型錄或報價單等，以對應出本校投標規格中與型錄
或報價單之對應規格。
2.廠商領標單前，請先至申請單位會勘安裝情形，一旦領標投標後視同完全
接受申請單位安裝條件，不得事後異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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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
話：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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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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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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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決標公告
公告⽇:109/09/03

機
關
資
料

機關代碼 3.10.99.59

機關名稱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聯絡⼈ 蔡嘉明

聯絡電話 (02)89415100 分機 1256

傳真號碼 (02)8668301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案案號 HWH109005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否

標案名稱 電動車與周邊維修設備乙批

決標資料類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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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共同投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2 工具機, 其零件及附件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109/09/01 10:00

原公告⽇期 109/08/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塊 回首頁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見信箱

｜ 行動版

分享：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howto.jsp
http://web.pcc.gov.tw/prkms/frontForumClient.do?action=list
http://web.pcc.gov.tw/ars/wr/wrclient.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lrs/links.do?id=50003007
http://71899.pcc.gov.tw/EgpWeb/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archMode=priority&searchType=advance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aborigineszone.do?method=goInit
https://web.pcc.gov.tw/raam/registerCorp.do?method=goRegisterCorp
http://web.pcc.gov.tw/applet/env_test.html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index.do
http://www.facebook.com/share.php?u=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
https://twitter.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20%0D%0A%5B%E9%80%A3%E7%B5%90%E7%B6%B2%E5%9D%80%5D%0D%0A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20%0D%0A%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3A%2F%2Fweb.pcc.gov.tw%2Ftps%2Fmain%2Fpms%2Ftps%2Fatm%2FatmAwardAction.do%3FnewEdit%3Dfalse%26searchMode%3Dcommon%26method%3DinquiryForPublic%26pkAtmMain%3D53182226%26tenderCaseNo%3DHWH109005&text=%E6%94%BF%E5%BA%9C%E9%9B%BB%E5%AD%90%E6%8E%A1%E8%B3%BC%E7%B6%B2%EF%BC%8D%E6%B1%BA%E6%A8%99%E5%85%AC%E5%91%8A%20%0D%0A%5B%E6%A9%9F%E9%97%9C%E5%90%8D%E7%A8%B1%5D%E8%8F%AF%E5%A4%8F%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F%AF%E5%A4%8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0D%0A%5B%E6%A8%99%E6%A1%88%E5%90%8D%E7%A8%B1%5D%E9%9B%BB%E5%8B%95%E8%BB%8A%E8%88%87%E5%91%A8%E9%82%8A%E7%B6%AD%E4%BF%AE%E8%A8%AD%E5%82%99%E4%B9%99%E6%89%B9%20%0D%0A%5B%E6%A8%99%E6%A1%88%E6%A1%88%E8%99%9F%5DHWH109005
http://web.pcc.gov.tw/pis/index.jsp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News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sitemap.do
http://web.pcc.gov.tw/pis/main/pis/client/pssa/mail_form.do
http://mgeps.pcc.gov.tw/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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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
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項次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1 3 .9 教育部 2 ,425 ,000元

履約地點 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

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
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否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
由：採用招標及契約文件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投
標
廠
商

投標廠商家數 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 24228771

 廠商名稱 極致摩托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 其他

 廠商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81巷35號2樓

 廠商電話 (02) 26477706

 決標⾦額 2,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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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企業 是

 履約起迄⽇期 109/09/01－109/10/30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決
標
品
項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電動車與周邊維修設備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 極致摩托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38

  得標廠商 2,340,000元



  原始投標⾦額

  決標⾦額 2,300,000 元

  底價⾦額 2,301,450 元

  原產地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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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2,300,000元
貳佰參拾萬元

決
標
資
料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9/09/01

決標公告⽇期 109/09/0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2,301,45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300,000元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
調整價⾦規定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無預算

履約執⾏機關
機關代碼：3.10.99.59
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作 業 歷 程

標 案 名 稱
招 標

傳 輸 次 數
決 標

 序 號
決 標

 更 正 序 號
決 標

公 告 日 期
檢
視

電動⾞與周邊維修設備⼄批 01 001 109/08/25
電動⾞與周邊維修設備⼄批 02 001 1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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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客服電話：0800-080-512  客服傳真：0800-080-511  緊急聯絡電話：(07)2280795
⼯程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本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電話：(02)878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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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網領標QR Code⼆維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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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科技⼤學總務處版權所有‧螢幕最佳解析度：1024 x 768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電話：(02)8941-5100 ‧傳真：(02)2941-5730

瀏覽數 187 

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109年上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2
2.[標案名稱]：109年上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次公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07⽇下午16時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3⽉27⽇⾄109年04⽉06⽇下午16時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預算金額]：45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折扣標
12.[履約期限]：⾃決標⽇起75⽇內交貨安裝完成
13.[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4.[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圖書館李宜璇。
15.[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
16.[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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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109年上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2
2.[標案名稱]：109年上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次公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14⽇下午15時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08⽇⾄109年04⽉14⽇下午14時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預算金額]：45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折扣標
12.[履約期限]：⾃決標⽇起75⽇內交貨安裝完成
13.[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4.[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圖書館李宜璇。
15.[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
16.[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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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系-全⾃主機器⼈教學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3
2.[標案名稱]：資⼯系-全⾃主機器⼈教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8⽇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21⽇⾄109年4⽉28⽇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林采端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4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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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系-全⾃主機器⼈教學系統-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3
2.[標案名稱]：資⼯系-全⾃主機器⼈教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5⽇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30⽇⾄109年05⽉05⽇13點5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林采端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4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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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CycleBoxer 拳擊⾶輪速效有氧機-第⼀次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CycleBoxer 拳擊⾶輪速效有氧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4
2.[標案名稱]：CycleBoxer 拳擊⾶輪速效有氧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4⽇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16⽇⾄109年4⽉23⽇ 16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蔡尚明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36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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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CycleBoxer 拳擊⾶輪速效有氧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4
2.[標案名稱]：CycleBoxer 拳擊⾶輪速效有氧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1⽇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24⽇⾄109年05⽉01⽇ 13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蔡尚明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36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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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網路防護特徵碼授權-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5
2.[標案名稱]：校園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網路防護特徵碼授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8⽇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17⽇⾄109年4⽉27⽇ 16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王⼠傳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82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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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網路防護特徵碼授權-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5
2.[標案名稱]：校園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網路防護特徵碼授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7⽇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30⽇⾄109年05⽉07⽇ 13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王⼠傳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82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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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硬碟與記憶體⼄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6
2.[標案名稱]：硬碟與記憶體⼄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4⽇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4⽉24⽇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電機系、數媒系等助
理。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02、3302、52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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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硬碟與記憶體⼄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6
2.[標案名稱]：硬碟與記憶體⼄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8⽇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4⽉28⽇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電機系、數媒系等助
理。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02、3302、52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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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無線傳輸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7
2.[標案名稱]：電機系-無線傳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28⽇ 11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4⽉28⽇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蘇秋紅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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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http://www.hwh.edu.tw/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1.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php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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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單⾯書架(七連)-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8
2.[標案名稱]：單⾯書架(七連)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4⽇ 11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23⽇⾄109年5⽉04⽇ 10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5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李誼璇⼩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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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單⾯書架(七連)-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8
2.[標案名稱]：單⾯書架(七連)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2⽇ 11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7⽇⾄109年5⽉12⽇ 10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5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李誼璇⼩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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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業⽤縫紉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9
2.[標案名稱]：⼯業⽤縫紉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4⽇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23⽇⾄109年5⽉04⽇ 09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鄒家鈺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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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業⽤縫紉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09
2.[標案名稱]：⼯業⽤縫紉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3⽇ 11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7⽇⾄109年5⽉13⽇ 10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鄒家鈺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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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物系-紅外線顯像儀-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0
2.[標案名稱]：資物系-紅外線顯像儀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4⽉30⽇15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4⽉30⽇ 14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12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物系黃裕鈞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2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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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物系-紅外線顯像儀-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0
2.[標案名稱]：資物系-紅外線顯像儀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2⽇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7⽇⾄109年05⽉12⽇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12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物系黃裕鈞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2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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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擴充-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1
2.[標案名稱]：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擴充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07⽇ 15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4⽉30⽇⾄109年05⽉07⽇ 14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卓君蕙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20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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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擴充-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1
2.[標案名稱]：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擴充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0⽇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2⽇⾄109年05⽉20⽇ 13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卓君蕙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20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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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Adobe多媒體應⽤設計軟體-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2
2.[標案名稱]：Adobe多媒體應⽤設計軟體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8⽇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7⽇⾄109年5⽉18⽇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6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鄔文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2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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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Adobe多媒體應⽤設計軟體-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2
2.[標案名稱]：Adobe多媒體應⽤設計軟體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6⽇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9⽇⾄109年5⽉26⽇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6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鄔文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2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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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3
2.[標案名稱]：⾞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3⽇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6⽇⾄109年05⽉13⽇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張源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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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3
2.[標案名稱]：⾞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2⽇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8⽇⾄109年05⽉22⽇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張源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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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第3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3
2.[標案名稱]：⾞輛系-智慧⾞輛檢修實習實驗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6⽉02⽇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28⽇⾄109年06⽉02⽇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張源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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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4
2.[標案名稱]：校園監視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13⽇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06⽇⾄109年05⽉13⽇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陳俐伶⼩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27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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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4
2.[標案名稱]：校園監視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2⽇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8⽇⾄109年05⽉22⽇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陳俐伶⼩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27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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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電腦輔助製造軟體-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5
2.[標案名稱]：機械系-電腦輔助製造軟體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0⽇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3⽇⾄109年05⽉20⽇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林文輝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8。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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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雷射光固化3D印表機-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6
2.[標案名稱]：智慧所-雷射光固化3D印表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0⽇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12⽇⾄109年05⽉20⽇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林志隆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3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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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雷射光固化3D印表機-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6
2.[標案名稱]：智慧所-雷射光固化3D印表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7⽇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21⽇⾄109年05⽉27⽇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林志隆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3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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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低壓⼯業配線控制元件模組-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7
2.[標案名稱]：電機系-低壓⼯業配線控制元件模組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5⽉28⽇ 16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21⽇⾄109年05⽉28⽇ 15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郭宇蓁⼩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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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專業攝影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8
2.[標案名稱]：專業攝影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6⽉09⽇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5⽉28⽇⾄109年06⽉08⽇ 16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鄒家鈺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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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9
2.[標案名稱]：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6⽉11⽇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6⽉04⽇⾄109年06⽉11⽇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玲⼩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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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9
2.[標案名稱]：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6⽉17⽇ 10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6⽉12⽇⾄109年06⽉17⽇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玲⼩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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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第3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19
2.[標案名稱]：企管系-⼤數據平台與訓練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6⽉30⽇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6⽉19⽇⾄109年06⽉30⽇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玲⼩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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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學務處課指組社團樂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0
2.[標案名稱]：學務處課指組社團樂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7⽉09⽇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7⽉01⽇⾄109年07⽉09⽇ 12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官塏航先⽣。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313。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http://www.hwh.edu.tw/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11-1.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php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4.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5.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87.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2.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11.php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admin/index.php
mailto:general@cc.hwh.edu.tw


華夏科技⼤學總務處版權所有‧螢幕最佳解析度：1024 x 768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電話：(02)8941-5100 ‧傳真：(02)2941-5730

瀏覽數 153 

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學務處課指組社團樂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0
2.[標案名稱]：學務處課指組社團樂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7⽉22⽇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7⽉14⽇⾄109年07⽉22⽇ 13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官塏航先⽣。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313。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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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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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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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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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展⽰版-第1次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展⽰版-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5
2.[標案名稱]：室設系-教學展⽰版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8⽉24⽇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8⽉13⽇⾄109年08⽉24⽇ 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詹淑芬⼩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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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展⽰版-第2次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展⽰版-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5
2.[標案名稱]：室設系-教學展⽰版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8⽉31⽇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8⽉24⽇⾄109年08⽉31⽇ 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詹淑芬⼩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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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109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6
2.[標案名稱]：109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1次公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01⽇上午11時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8⽉26⽇⾄109年09⽉01⽇上午10時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預算金額]：29萬4仟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折扣標
12.[履約期限]：⾃決標⽇起75⽇內交貨安裝完成
13.[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4.[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圖書館李宜璇。
15.[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
16.[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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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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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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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109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6
2.[標案名稱]：109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資料⼄批-第2次公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10⽇上午10時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02⽇⾄109年09⽉10⽇下午9時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預算金額]：29萬4仟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折扣標
12.[履約期限]：⾃決標⽇起75⽇內交貨安裝完成
13.[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4.[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圖書館李宜璇。
15.[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2 。
16.[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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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9
2.[標案名稱]：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16⽇ 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08⽇⾄109年09⽉16⽇ 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鈴⼩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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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9
2.[標案名稱]：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22⽇ 01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17⽇⾄109年09⽉22⽇ 01點2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鈴⼩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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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第3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29
2.[標案名稱]：新零售展⽰場域及直立式數位看板顯⽰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05⽇ 下午02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29⽇⾄109年10⽉05⽇ 下午01點5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佳鈴⼩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http://www.hwh.edu.tw/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1.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php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4.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5.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87.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2.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11.php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admin/index.php
mailto:general@cc.hwh.edu.tw


華夏科技⼤學總務處版權所有‧螢幕最佳解析度：1024 x 768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電話：(02)8941-5100 ‧傳真：(02)2941-5730

瀏覽數 206 

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彩⾊噴墨繪圖機-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1
2.[標案名稱]：彩⾊噴墨繪圖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16⽇ 14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09⽇⾄109年09⽉16⽇ 13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廖亦翩先⽣。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1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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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彩⾊噴墨繪圖機-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1
2.[標案名稱]：彩⾊噴墨繪圖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09⽉21⽇9 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09⽉17⽇⾄109年09⽉21⽇ 08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45⽇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廖亦翩先⽣。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1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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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服務組- ScienceDirect資料庫-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6
2.[標案名稱]：圖書服務組- ScienceDirect資料庫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14⽇ 下午3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08⽇⾄109年10⽉14⽇ 下午2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天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林佳蓉⼩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1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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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8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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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服務組- ScienceDirect資料庫-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6
2.[標案名稱]：圖書服務組- ScienceDirect資料庫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19⽇ 上午9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14⽇⾄109年10⽉19⽇ 上午8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天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林佳蓉⼩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1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回⾸⾴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http://www.hwh.edu.tw/
http://ga.hwh.edu.tw/bin/home.php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11-1.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40-1007-91.php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93.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4.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85.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787.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2.php?Lang=zh-tw
http://ga.hwh.edu.tw/files/11-1007-69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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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服務組- 影⾳暨外語學習資料庫-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7
2.[標案名稱]：圖書服務組- 影⾳暨外語學習資料庫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14⽇ 下午3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08⽇⾄109年10⽉14⽇ 下午2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天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林佳蓉⼩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1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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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服務組- 影⾳暨外語學習資料庫-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7
2.[標案名稱]：圖書服務組- 影⾳暨外語學習資料庫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19⽇ 上午9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14⽇⾄109年10⽉19⽇ 上午8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天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林佳蓉⼩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1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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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16軸⼈型機器⼈-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9
2.[標案名稱]：機械系-16軸⼈型機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8⽇ 下午02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0⽇⾄109年10⽉28⽇ 下午01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施嘉勝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4。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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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16軸⼈型機器⼈-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39
2.[標案名稱]：機械系-16軸⼈型機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1⽉04⽇ 下午02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9⽇⾄109年11⽉04⽇ 下午01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施嘉勝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4。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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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智慧情境及物聯環控情境教學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0
2.[標案名稱]：電機系-智慧情境及物聯環控情境教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15⽇ 上午09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08⽇⾄109年10⽉15⽇ 上午08點5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機系郭宇蓁⼩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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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智慧情境及物聯環控情境教學系統-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0
2.[標案名稱]：電機系-智慧情境及物聯環控情境教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0⽇ 上午11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15⽇⾄109年10⽉20⽇ 上午11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機系郭宇蓁⼩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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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智慧模擬場域-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2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智慧模擬場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3⽇ 上午09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16⽇⾄109年10⽉23⽇ 上午09點2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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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智慧模擬場域-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2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智慧模擬場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9⽇ 下午02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3⽇⾄109年10⽉29⽇ 下午01點5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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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智慧⽣活模擬場域系統-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3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智慧⽣活模擬場域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6⽇ 上午10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19⽇⾄109年10⽉26⽇ 上午0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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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智慧⽣活模擬場域系統-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3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智慧⽣活模擬場域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1⽉03⽇ 上午11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7⽇⾄109年11⽉03⽇ 上午11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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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財經創新FINTECH區塊鏈商務培訓場域-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4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財經創新FINTECH區塊鏈商務培訓場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7⽇ 上午11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0⽇⾄109年10⽉27⽇ 上午11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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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商管學院-財經創新FINTECH區塊鏈商務培訓場域-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4
2.[標案名稱]：商管學院-財經創新FINTECH區塊鏈商務培訓場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1⽉03⽇ 上午11點45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7⽇⾄109年11⽉03⽇ 上午11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許莉莆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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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達教學模組及機⾞診斷系統⼄批-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6
2.[標案名稱]：⾺達教學模組及機⾞診斷系統⼄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0⽉28⽇ 下午03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1⽇⾄109年10⽉28⽇ 下午02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輛系張源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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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達教學模組及機⾞診斷系統⼄批-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6
2.[標案名稱]：⾺達教學模組及機⾞診斷系統⼄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11⽉04⽇ 下午02點3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0⽉29⽇⾄109年11⽉04⽇ 下午02點2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5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輛系張源彰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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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化妝品應⽤系-按摩機-第1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8
2.[標案名稱]：按摩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 11⽉25⽇下午 2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1⽉18⽇⾄109年11⽉25⽇中午 12點2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妝應系朱斐琦⼩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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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總務處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化妝品應⽤系-按摩機-第2次公告
1.[案號]：HWH1095048
2.[標案名稱]：按摩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無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9年 11⽉30⽇上午 9點00分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9年11⽉25⽇⾄109年11⽉30⽇中午 8點20分⽌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2.[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總務處事務組)
13.[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吳孟君、本案規格聯絡⼈：妝應系朱斐琦⼩姐。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302。
15.[附加說明]：為求估價精準，廠商領標單前請先⾄單位會勘了解安裝情形，⼀旦領標投標視同完全接受，不得事
後異議。
⼀、廠商資格：
1. 需為經營符合本採購標案之廠商，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項登記表)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查詢系統
網站之登記資料及最近⼀期營業完稅證明。
2. 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證件如下（請以 A4規格依序裝訂整⿑）
A. 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影本：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更事記表 )或列印於商⼯登記資料公⽰ 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
資料。
B. 最近⼀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經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期。
C. 以上資料每張均需加蓋公司⼤、⼩章以⽰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領標⽅式：
專⼈領標：請於領標截⽌期限內⾄本校事務組領取，⼀⼈限領⼄份。
三、投標文件及收件⽅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姓名、公司地址及⽇期，加蓋公司⼤ ⼩章，並連同標
單、押標金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本校『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或親⾃送達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郵寄則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證件封內為「資格證件、規格書、押標金及估價單」，標單封內為「標單」。
3. 證件封及標單封均需於正⾯註明【標案名稱】及【估價廠商】，並裝入⼤信封後投標。
4. 各信封後各處需加蓋騎縫章，信封均由廠商⾃備。⼤信封正⾯需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名稱】、【連
絡⼈】及【連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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